
Henti tugas LRA
SSP2 ini akan
menyebabkan
gangguan bekalan
air hingga 86 jam
bergantung
kepada lokasi
dan kedudukan
pengguna dengan
sebanyak 620,835
akaun atau
4,143,465 pengguna
di 577 kawasan
akan terkesan”

Charles Santiago,
Pengerusi SPAN

577 kawasan KL,
Selangor terbabit
Susulan

kerja tambah
baik di LRA
SSP2 mulai
24 April ini

Putrajaya

Gangguan bekalan air
hingga 86 jam dijang-
ka berlaku di Klang,

Shah Alam, Petaling, Gom-
bak, Kuala Lumpur, Kuala
Langat dan Kuala Selangor
susulan kerja-kerja penam-
bahbaikan perkakasan kri-
tikal sistem bekalan elek-
trik di Loji Rawatan Air
Sungai Selangor Fasa 2 (LRA
SSP2) pada 24 April.
Pengerusi Suruhanjaya

Perkhidmatan Air Negara
(SPAN), Charles Santiago,
berkata pelaksanaan kerja-
kerja penambahbaikan oleh
Pengurusan Air Selangor
Sdn Bhd (Air Selangor) itu
perlu dibuat dengan segera
untuk mencegah sebarang
kerosakan atau risiko kega-
galan sistem elektrik bagi
mengelakkan gangguan be-
kalan air yang tidak teran-
cang kepada pengguna.
“Kerja-kerja penambah-

baikan akan bermula dari
jam 9 pagi sehingga 11 ma-
lam iaitu selama 14 jam dan
akanmenyebabkanhenti tu-

gas di LRA SSP2.
“Henti tugas LRA SSP2 ini

akan menyebabkan gang-
guan bekalan air hingga 86
jam bergantung kepada lo-
kasi dan kedudukan peng-
guna dengan sebanyak
620,835 akaun atau 4,143,465
pengguna di 577 kawasan
akan terkesan,” katanya da-
lam kenyataan, semalam.

GANGGUAN BEKALAN AIR SEHINGGA 86 JAM

Usaha kurangkan impak
Santiago berkata, Air Selang-
or akan mengambil langkah
yang berkenaan dan beru-
saha untuk mengurangkan
impak dan memendekkan
tempoh gangguan bekalan
air kepada semua pengguna
yang terbabit.
“Antaranya adalah mem-

berikan bantuan bekalan air
melalui tangki lori air, tangki
statik, pili awam, stesen pe-
ngisian air setempat dan agi-
han botol air minuman se-
lain memastikan bantuan
bekalan air dibekalkan ke
premis kritikal seperti hos-
pital, pusat dialisis dan se-
bagainya,” katanya.
Santiago berkata, bekalan

air dijangkapulih secaraber-
peringkat selepas kerja-kerja
penambahbaikan selesai di-
laksanakan dan LRA SSP2
beroperasi semula.
“Air Selangor menjangka

bahawa hampir 50 peratus
daripada kawasan yang ter-
jejas akan menerima beka-
lan air melalui paip dalam
tempoh 24 jam,” katanya.

BERNAMA

Headline 577 kawasan KL, Selangor terbabit
MediaTitle Berita Harian
Date 19 Apr 2019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Nasional Circulation 82,252
Page No 58 Readership 246,756
Language Malay ArticleSize 278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9,205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27,615



MPK serah tanah perkuburan Islam kepada JAIS 
KLANG 18 April- Majlis Per-
bandaran Klang (MPK) menye-
rahkan tanah perkuburan Islam 
Kampung Johan Setia di sini, 
yang berkeluasan 10.4 hektar 
kepada Jabatan Agama Islam 
Selangor (JAIS). 

Yang Dipertua MPK, Datuk 
Mohamad Yasid Bidin berka-
ta, pemilihan tapak tanah 
perkuburan itu bersesuaian 
dengan keperluan Mukim Jalan 
Kebun di sini, yang dianggar-
kan boleh memuatkan 4,500 
jenazah. 

"Antara kemudahan in-
frastruktur yang disediakan 
ialah bangunan pejabat, stor, 
laluan pejalan kaki konkrit, su-
sunan plot kubur, arah kiblat, 
63 petak tempat letak kender-
aan dan satu petak tempat letak 
kenderaan untuk Orang Kurang 
Upaya (OKU). 

"Dengan kemudahan ini 
saya berharap dapat memberi-
kan keselesaan kepada komu-
niti sewaktu urusan pengkebu-
mian dan menziarahi kubur," 
katanya pada sidang media se-
lepas majlis penyerahan tanah 

MOHD. ZAWAWI AHMAD MUGHNI (dua, kanan) menyaksikan surat 
penyerahan tanah perkuburan Islam Kampung Johan Setia. Klang daripada 
Mohamad Yasid Bidin (kiri) kepada Hashim Muhamad (kanan) di Johan Setia. 
Klang.Selangor semalam. -BERNAM A 

perkuburan tersebut. 
Yang turut hadir, pembantu 

Exco Hal Ehwal Agama Islam 
dan Pendidikan Selangor yang 

juga Anggota Dewan Undangan 
Negeri Sungai Kandis, Mohd 
Zawawi Ahmad Mughni, Pen-
garah JAIS Datuk 

Haris Kasim dan Ketua Peno-
long Bahagian Pengurusan 
Masjid JAIS, Hashim Muhamad. 

Mengenai kos pembinaan 
tanah perkuburan itu, Mo-
hamad Yasid berkata, seban-
yak RM1.9 juta diperuntukkan 
Jawatankuasa Akaun Amanah 
Negeri manakala selebihnya 
ditanggung pihak MPK dengan 
kos keseluruhan berjumlah 
RM2.19 juta. 

Sehubungan itu, beliau ber-
harap penduduk sekitar da-
pat menjaga kebersihan dan 
keselamatan kawasan tanah 
perkuburan tersebut, serta ke-
mudahan yang disediakan. 

Sementara itu, Zawawi 
berkata tanah perkuburan itu 
akan menempatkan penduduk 
di sekitar kawasan Johan Setia. 

"Kita sudah mempunyai ta-
nah kubur di Kota Kemuning dan 
Jalan Kebun, Shah Alam ada dua 
(tanah kubur) cuma kawasan Jo-
han Setia tiada kerana sebelum 
ini mereka ditempatkan di (tan-
ah perkuburan) Pandamaran di 
sini," katanya.-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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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a KLIA 
mahu ditukar 
kepada SI A 
PENGERUSI Jawatankuasa 
Tetap Kerajaan Tempatan, 
Pengangkutan Awam dan 
Pembangunan Kampung 
Baru Selangor, Ng Sze Han 
mengesahkan,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bercadang menukar 
nama Lapangan Terbang 
Antarabangsa Kuala Lumpur 
(KLIA) kepada Lapangan Terbang 
Antarabangsa Sepang (SIA), 
namun ia belum diputuskan. 

» LAPORAN DIMUK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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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ara nama yang 
dijenamakan semula 

• Klinik IMalaysia -> Klinik Komuniti 

• Program Permata Negara -> Genius 
• Pusat Transformasi Luar Bandar (RTC) 
-> Pusat Komuniti Desa (PKD) 

• Bantuan Rakyat IMalaysia (BRIM) -> 
Bantuan Sara Hidup (BSH) 
• Amanah Saham IMalaysia -> Amanah 
Saham Malaysia 3 (ASM3) 

• Jawatankuasa Kemajuan dan 
Keselamatan Kampung (JKKK) -> Majlis 
Pengurusan Komuniti Kampung (MPKK) 

• Suruhanjaya Pengangkutan Awam Darat 
(SPAD) -> Agensi Pengangkutan Awam 
Darat (APAD) 

pada SIA itu timbul selepas minit MMKN 
tular di laman sosial sejak semalam. Ia 
diutarakan oleh Chang Kim dengan me-
ngatakan ia perlu kerana mencerminkan 
lokaliti sebagai nama rasmi lapangan 
tersebut. 

Dokumen itu turut memaparkan Sze 
Han bersetuju mencadangkan perkara ini 
di Mesyuarat Majlis Pengangkutan Ne-
gara. 

KLIA' yang dibina dengan kos RM8.5 
bilion dibuka secara rasmi pada 27 Jun 
1998. Lapangan terbang ini boleh menam-
pung sebanyak 35 juta penumpang seta-
hun. 

KLIA bakal tukar jadi SIA 
Oleh MOHD. YUNUS YAKKUB 

SHAH ALAM - Cadangan untuk 
menukar nama Lapangan Ter-
bang Antarabangsa Kuala Lum-

pur (KLIA) kepada Lapangan Terbang 
Antarabangsa Sepang (SIA) masih belum 
diputuskan oleh kerajaan Selangor. 

Pengerusi Jawatankuasa Tetap Kera-
jaan Tempatan, Pengangkutan Awam 
dan Pembangunan Kampung Baru Se-
langor, Ng Sze Han bagaimanapun me-
ngakui isu tersebut pernah disebutkan di 
dalam Mesyuarat Majlis Kerajaan Negeri 
(MMKN). 

"Namun, setakat ini tiada apa-apa yang 
telah diputuskan. 

"Perkara ini timbul kerana KLIA terle-
tak di Sepang. Lapangan terbang antara-
bangsa yang terkenal sering mengguna-
kan lokaliti sebagai namanya, contohnya 
adalah Narita/ Haneda di Tokyo, Incheon 
di Seoul, Suvarnabhuni di Bangkok, Bai-
yun di Guangzhou, Pudong di Shanghai, 
Schipol di Amsterdam dan sebagainya," 
katanya di sini semalam. 

Sementara itu, Pengerusi Jawatankua-
sa Tetap Pelaburan, Perindustrian dan 
Perdagangan, Industri Kecil dan Seder-
hana dan Pengangkutan Selangor, Da-

KERAJAAN Selangor bercadang untuk menukar nama KLIA kepada SIA namun ia masih belum 
diputuskan oleh MMKN. 

tuk Teng Chang Khim turut mengakui 
isu tersebut telah ditulis di dalam minit 
MMKN tahun lalu. 

"Sah perkara ini tetapi tiada komen 
yang lain," katanya. 

Isu pertukaran nama daripada KLIA 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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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baik. 

4.1 juta pengguna di Selangor, KLterputus bekalan air 
PUTRAJAYA - Gangguan 
bekalan air sehingga 86 jam dija-
ngka berlaku di beberapa daerah 
di Selangor dan Kuala Lumpur 
susulan kerja penambahbaikan 
perkakasan kritikal sistem beka-
lan elektrik di Loji Rawatan Air 
Sungai Selangor Fasa 2 (LRA 
SSP2) pada 24 April ini. 

Ia melibatkan daerah Klang, 
Shah Alam, Petaling, Gombak, 
Kuala Langat dan Kuala Sela-
ngor selain Kuala Lumpur. 

Pengerusi Suruhanjaya Per-
khidmatan Air Negara (SPAN), 
Charles Santiago berkata, henti 

SPAN 
S u r u h a n j a y a P e r k h i d m a t a n A i r N e g a r a 

tugas LRA SSP2 itu akan men-
jejaskan 620,835 akaun atau 
4,143,465 pengguna di 577 ka-
wasan di daerah terlibat. 

"Pelaksanaan kerja penambah-
baikan oleh Pengurusan Air Se-
langor Sdn. Bhd. (Air Selangor) 
itu perlu dibuat dengan segera 
untuk mencegah sebarang kero-
sakan atau risiko kegagalan sis-

tem elektrik bagi mengelakkan 
gangguan bekalan air yang tidak 
terancang,"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semalam. 

Beliau berkata, Air Selangor 
akan berusaha • untuk mengu-
rangkan impak dan memendek-
kan tempoh gangguan bekalan 
air itu kepada semua pengguna 
yang terlibat. 

Katanya, antaranya ialah 
memberikan bantuan bekalan air 
melalui tangki lori air, tangki sta-
tik, pili awam, stesen pengisian 
air setempat dan agihan botol 
air minuman selain memastikan 

bantuan bekalan air dibekalkan 
ke premis kritikal seperti hospi-
tal dan pusat dialisis. 

"Kerja-kerja penambahbaikan 
akan bermula dari pukul 9 pagi 
sehingga 11 malam iaitu selama 
14 jam dan akan menyebabkan 
henti tugas di LRA SSP2. 

"Bekalan air dijangka pulih se-
cara berperingkat selepas kerja-
kerja penambahbaikan selesai 
dilaksanakan dan LRA SSP2 
beroperasi semula," ujarnya. 

Untuk maklumat lanjut sila 
hubungi talian 1 5 3 0 0 atau e-
mel wecare@airselang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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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at yang tular mendedahkan cadangan penukaran nama KLIA 
kepada Lapangan Terbang Antarabangsa Sepang.

Pernah dibincangkan, tapi tiada keputusan dicapai
SHAH ALAM - Cadangan 
penjenamaan semula 
nama Lapangan Terbang 
Antarabangsa Kuala Lum-
pur (KLIA) kepada La-
pangan Terbang Antara-
bangsa Sepang pernah 
dibangkitkan Mesyuarat 
Majlis Kerajaan Ne-
geri (MKMN) Sela-
ngor sebelum ini.

Exco Keraja-
an Tempatan, 
Pengangkutan Awam 
dan Pembangunan Kam-
pung Baharu Selangor, Ng 
Sze Han bagaimanapun 
berkata, sehingga kini tiada 
keputusan dicapai.

“Perkara ini timbul ke-
rana KLIA terletak di Se-
pang.  Kebanyakan lapang-
an terbang antarabangsa 
yang terkenal sering meng-
gunakan lokaliti sebagai 
namanya seperti Narita 
dan Haneda di Tokyo, In-
cheon di Seoul, Suvarnab-
humi di Bangkok, Baiyun 
di Guangzhou, Pudong di 

Shanghai dan Schipol di 
Amsterdam.

“Ia memang pernah 
disebutkan dalam MMKN 
tapi sehingga setakat ini, 
tiada apa-apa yang diputus-
kan mengenai perkara ter-
sebut,” katanya.

Sebelum ini, tular satu 
surat yang mendedahkan 
berkenaan cadangan terse-
but yang dibangkitkan 
Exco Pelaburan, Perindus-
trian dan Perdagangan, 
Industri Kecil dan Seder-

hana Selangor, Datuk Teng 
Chang Khim pada MMKN 
3 Oktober 2018.

Sze Han juga dinyata-
kan bersetuju membawa 
perkara itu kepada Mesyu-
arat Majlis Pengangkutan 
Negara.

Sementara itu, di JO-
HOR BAHRU, Menteri 
Pengangkutan, Anthony 
Loke berkata, pihaknya ti-
dak menerima permohon-
an berhubung penukaran 
nama KLIA itu.

TUKAR NAMACADANGAN

K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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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mbum ancam 
penduduk Jenjarom

Ujian makmal 
sahkan 

kehadiran logam 
plumbum pada 

rambut 
penduduk

LEBIH 6,000 penduduk 
Kampung Jenjarom di sini 
diancam risiko kerosakan 
jantung, otak dan sistem 
saraf selain boleh memba-
wa maut akibat terdedah 
kepada pencemaran logam 
berat plumbum.

Masalah itu dipercayai 
berpunca daripada sebuah 
kilang yang beroperasi se-
jak lima tahun lalu.

B elum pun reda isu 
lambakan kilang plastik 
sampah haram di Kuala 

Langat, Selangor penduduk di 
daerah itu kini dihantui satu lagi 
isu pencemaran yang mengancam 
kesihatan dan boleh meragut 
nyawa mereka. 

Lebih 6,000 penduduk di 
Kampung Jenjarom di Kuala 

Langat kini hidup dalam keada-
an ketakutan selepas satu ujian 
makmal yang dijalankan me-
nunjukkan diri mereka terdedah 
kepada pencemaran plumbum.

Ancaman itu dipercayai ber-
punca daripada sebuah kilang 
industri berat yang beroperasi 
berhampiran kediaman mereka 
sejak lima tahun lalu.

lan lalu,” katanya ketika 
ditemui wartawan Sinar 
Siasat di Kampung Jen-
jarom baru-baru ini. 

Kata Lay Peng, pendu-
duk dilanda kebimbangan 
apabila mendapati kilang 
berkenaan seolah-olah 
masih beroperasi berda-
sarkan aktiviti keluar ma-
suk beberapa pekerja ke 
kilang berkenaan. 

Beliau berkata, pihak-
nya kemudian memerik-
sa kualiti air longkang 
serta sungai baru-baru ini 
dan terkejut dengan ke-
putusan pencemaran 
plumbum yang agak 
tinggi.

“Kita turut melaku-
kan ujian tanah di tepi 
kilang membabitkan em-
pat sampel dan keputus-
annya juga mengejutkan 
apabila sampel tertinggi 
menunjukkan bacaan 
18,078.81 mg/kg,” katanya 
lagi.

Dalam pada itu, Ahli 
Kimia Persekitaran dan 
Alam Sekitar, Abdul Qai-
yum Musa berkata, melalui 

sampel rambut yang telah 
dianalisis oleh makmal be-
bas di Shah Alam seme-
mangnya menunjukkan 
kehadiran kandungan 
plumbum yang tinggi da-
lam kalangan penduduk 
sekitar dan pekerja kilang.

“Manusia boleh terde-
dah kepada plumbum me-

lalui pelbagai cara seperti 
pernafasan, sentuhan ma-
hupun pemakanan. Apa-
bila plumbum telah mere-
sap masuk ke dalam badan, 
bahan toksik ini akan dise-
barkan ke seluruh organ 
seperti otak, buah ping-
gang, hati dan tulang,” ka-
tanya.

KUALA LANGAT 

jumpa doktor segera untuk 
diuji kandungan plumbum 
dalam darah mereka.

Wakil Persatuan Tin-
dakan Alam Sekitar Kuala 
Langat, Pua Lay Peng ber-
kata, kerisauan penduduk 
bermula sejak Oktober lalu 
apabila mereka melihat 
sendiri air parit dan sungai 
bertukar menjadi hitam 
serta tiada lagi ikan. 

Kata Lay Peng, pihak-
nya telah mengambil inisi-
atif memeriksa sendiri ku-
aliti air berdekatan kilang 
berkenaan dan mendapati 
nilai pH air adalah sangat 
rendah serta berasid.

“Kita ketengahkan adu-
an ini secara tidak rasmi 
kepada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sehingga-
lah kilang ini diarah ‘dihen-
tikan’ operasinya pada bu-

Lebih mengejutkan 
melalui satu ujian makmal 
terhadap 12 sampel ram-
but penduduk dan pekerja 
kilang itu mengesahkan 
kehadiran unsur plumbum 
pada sampel rambut itu. 

Bacaan tertinggi ujian 
sampel tersebut ialah 3,190 
mg/kg untuk rambut salah 
seorang pekerja, manakala 
bagi sampel rambut pen-
duduk ialah 29.7 mg/kg.

Had bacaan minimum 
selamat sebelum seseorang 
terdedah kepada ancaman 
pencemaran plumbum un-
tuk rambut adalah di ba-
wah 5 mg/kg. 

Plumbum dalam darah 
yang normal adalah di ba-
wah 10 mg/l. Mereka yang 
mempunyai paras plum-
bum dalam rambut mele-
bihi 10 mg/kg perlu ber-

 � Logam berwarna kelabu kebiru-biruan yang digunakan untuk membuat paip, pancalogam.  � Plumbum bersifat karsinogenik iaitu bahan boleh menyebabkan kanser.  � Pendedahan pada plumbum boleh mengakibatkan lesu, kembung, senak perut, kurang selera makan, sembelit, sakit kepala dan kanser (jangka panjang). 

Mengikut Mayo Clinic di A.S., paras normal plumbum dalam rambut adalah di bawah 5 mikrogram/gram (mcg/g).  � Paras melebihi 10 mcg/g dianggap sebagai pendedahan yang tinggi.  � Mereka yang mempunyai paras plumbum rambut melebihi 10 mcg/g atau 10 mg/kg perlu berjumpa doktor segera untuk diuji kandungan plumbum dalam darah mereka. � Paras plumbum dalam darah yang normal adalah di bawah 10 mcg/dL.
(Sumber: Perunding Kesan Kesihatan Persekitaran, Prof Dr Jamal Hisham Hashim)

APA ITU PLUMBUM?

Lay Peng (kiri) ketika melakukan 
tinjauan mendapati warna sungai 

telah menjadi hitam dan tiada lagi 
ikan hidup dalam sungai, 

di Kampung Jenjarom.

JUMLAH PELAJAR SEKOLAH BERHAMPIRAN KILANG

 � Sekolah menengah: 2,500 orang
 � Sekolah  rendah :  1,200 pelajar 
 � Sekolah tahfiz: 300 pelajar 
 � Tadika: 300 murid 
 � Sekolah Jenis (K) Tamil : 600 pelajar
 � Sekolah Jenis (K) Cina: 2,000 pelajar

ANITA HASAN, NOR AINNA HAMZAH, ZAKHWAN NAZARALY 
dan MEGAT MUAZZAM ABDUL RAZ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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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dahkan kilang bateri itu’
SHAH ALAM

P enduduk Kampung Jen-
jarom menggesa kilang ba-
teri yang didakwa menjadi 

punca pencemaran logam berba-
haya plumbum di kawasan itu 
dipindahkan segera kerana 
mengancam keselamatan dan 
kesihatan penduduk terutama-
nya kanak-kanak dan warga 
emas.

Wakil komuniti Kampung 
Jenjarom, Mohd Nazri Afrizal, 
36, berkata, kegusaran itu terus 
menghantui penduduk kampung 
setelah wakil kilang itu mengakui  
terdapat kebocoran dalam ope-
rasi kilang bateri berkenaan keti-
ka sesi dialog pertama antara 
pihak kilang dan penduduk pada 
19 Mac lalu.

Malah, lebih menakutkan ki-
lang itu pernah terbakar pada 13 
Disember 2017. 

“Semasa sesi dialog berlang-
sung pada 19 Mac lalu, kami (wa-
kil penduduk) diberitahu opera-
si kilang berkenaan diberhentikan 
operasi  buat sementara waktu 
oleh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Namun apa yang menimbul-
kan tanda tanya ialah bagaimana 
sebuah kilang yang dikatakan 
sudah ditutup operasi kelihatan 
seolah-olah masih beroperasi. 
Kami tidak menuduh tetapi cuma 
mahukan pihak berwajib menyi-
asat,” katanya.

Menurutnya, dia sebagai wa-
kil penduduk bimbang risiko 
yang bakal dihadapi mereka jika 
operasi kilang diteruskan semula 
berpandukan cerobong asap di 
kilang berkenaan yang kelihatan 
masih mengeluarkan asap.

Sehubungan itu, katanya, dia 
bersama penduduk kampung 
meminta kilang bateri berkenaan 
segera dipindahkan ke tempat 
lebih wajar. 

Sementara itu, seorang lagi 
penduduk, Mejar (B) Zainal 
Hayat berkata, penduduk 
kampung sangat bimbang 
dengan kewujudan kilang 
bateri itu kerana ia  bero-
perasi kurang 500 meter 
dari penempatan mere-
ka.

MOHD NAZRI

g

Kesihatan pelajar pasti terjejas kerana lokasi kilang kontroversi di Kampung Jenjarom, Kuala Langat amat dekat 
dengan kawasan sekolah.

“Bagaimana kita mahu me-
nyambung kehidupan generasi 
muda jika mereka terdedah ke-
pada pencemaran plumbum 
yang pastinya menjejaskan kesi-
hatan mereka pada masa depan,” 
katanya.

Bagi Mohd Noor Radiman, 
54, beliau lebih bimbang nasib 
pelajar-pelajar sekolah di per-
kampungan itu. 

“Sekolah menengah ter-
letak kurang 300 meter 

dari kilang itu.  Di 
perkampungan ini 
ada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Tamil 
dan Cina yang ja-

raknya cuma sekitar 
1.5 kilometer dari 

kawasan kilang. Seko-
lah tahfiz dan 

tadika  juga 
berdekat-

kan kilang 
itu,” ka-

tanya.

MOHD NOOR

Luahan Komuniti Jenjarom di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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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ajaan Selangor digesa ambil tindakan seger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digesa bertindak 
segera berhubung aduan pencemaran yang di-
dakwa berpunca daripada sebuah kilang bateri 
di Kampung Jenjarom.

Adun Sijangkang, Datuk Dr Yunus Hairi 
berkata, beliau pernah membangkitkan isu ter-
sebut dalam Sidang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lalu, namun jawapan diberikan kerajaan 
negeri disifatkannya tidak konkrit.

“Dalam sidang DUN saya dah bangkitkan 
isu ini terutama pencemaran oleh kilang terse-
but menyebabkan kawasan menjadi berasid 
selain kesan plumbum yang tinggi dalam parit 
sekitar kawasan tersebut.

“Selain itu, saya juga telah persoalkan meng-
apa lesen diberikan kepada kilang tersebut se-
dangkan ia  kilang bateri yang perlu dibina dalam 
kawasan industri berat bukan di  Jenjarom ka-
wasan industri sederhana,” katanya.

Menurutnya, kerajaan negeri tidak menja-
wab soalan mengenai tindakan segera yang 
boleh dilakukan bagi mengelakkan orang kam-
pung terkena pencemaran plumbum. 

“Kerajaan negeri hanya jawab mereka sudah 
menyuruh kilang tersebut mengisi borang un-
tuk menyatakan apakah jenis operasi perkilang-
an yang sedang diusahakan. Saya rasa ia 
bukan perkara utama perlu dilakukan ke-
rajaan negeri apatah lagi kita sudah sedia 
maklum bahawa kilang itu penyebab ke-
pada pencemaran.

“Mereka juga tahu kilang itu tidak 
sesuai berada di situ kerana ia kategori 
industri berat. Malah, kerajaan negeri juga 
tidak menjawab soal pencemaran plum-
bum itu. Saya tak pasti adakah mereka 
turun ke lokasi atau tidak,” katanya.

Justeru, kata Yunus, beliau 
mahu keraja-
an negeri 
mengam-
bil tindak-

an segera bagi mengelakkan kemungkinan 
keadaan lebih buruk berlaku terutama kepada 
penduduk di kampung tersebut.

“Saya tidak menafikan pembangunan itu 
perlu tetapi kerajaan negeri harus tidak mere-
mehkan alam sekitar terutama isu pencemaran 
sebegini yang dibangkitkan penduduk bersama 
pertubuhan bukan kerajaan (NGO) alam seki-
tar, Persatuan Tindakan Alam Sekitar Kuala 
Langat,” katanya.

Sementara itu, Jabatan Alam Sekitar Sela-
ngor (JAS) akan memantau kilang bateri di 
Kampung Jenjarom dari masa ke masa berikut-
an dakwaan pencemaran berpunca dari kilang 
bateri tersebut. 

Pengarah Jabatan Alam Sekitar (JAS) Sela-
ngor, Shafe’ee Yasin berkata, selepas sesi dialog 
antara pihak kilang dan wakil penduduk kam-
pung pada 19 Mac lalu, JAS ada buat siasatan 
dan kajian terperinci terhadap punca berlaku 
tanah berasid di kawasan berkenaan.  

“Pihak kami akan susul (siasatan) dari masa 
ke masa dan akan mengunjungi premis itu lagi 
untuk pantauan,”katanya.  

Sebelum itu, Shafe’ee memaklumkan JAS 
Selangor menyita bahagian peleburan 

dalam kilang berkenaan kerana ter-
dapat saluran yang merekah diper-
cayai punca bahan pencemaran itu 
mengalir. 

“JAS Selangor sudah menga-
rahkan pihak kilang perbaiki dan 
perkara itu sudah selesai,” katanya. 

Sementara itu, pihak Majlis 
Daerah Kuala Langat (MDKL) te-

lah mengantung permit ki-
lang berkenan, pada 15 

Mac lalu.

>> BERSAMBUNG ESOKAHMAD YU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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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esahan status bankrap membuktikan 
nama Hasnul tidak tersenarai.

Saya tidak bankrap: Hasnul
SHAH ALAM - ADUN Morib, Hasnul 
Baharudin menafikan dirinya diisytihar 
bankrap seperti dalam notis pemak-
luman di ruangan iklan sebuah akhbar 
yang tular di media sosial, semalam. 

Hasnul mengesahkan penama di-
maksudkan adalah dirinya namun ber-
laku kesilapan berhubung notis pemak-
luman tersebut. 

Menurutnya, perkara tersebut masih 
dalam proses penyelesaian dan aset yang 
dimaksudkan merupakan sebuah kedai 
strata yang telah dilelong. 

“Pihak bank dan peguam telah khilaf 
sehingga keluar notis mahkamah. Pihak 
Bank Islam (pemiutang) berjanji akan 
membatalkan notis tersebut.

“Aset tersebut dibeli pada 1999 tidak 
mendatangkan hasil dan saya sudah je-
laskan bayaran pokok.  Cuma keuntu- 
ngan kepada pihak bank belum habis,” 
katanya kepada Sinar Harian, semalam.

Jelasnya, kekeliruan tersebut boleh 
menjejaskan kedudukannya sebagai 

ADUN. 
“Namun, se-

makan terbaru 
carian kebankra-
pan membukti-
kan nama saya 
tidak tersenarai.

“Pihak bank akan mengeluarkan no-
tis pembatalan kebankrapan yang akan 
diubah kepada notis tuntutan tuntutan 
bayaran hutang yang perlu dijelaskan,” 
katanya. 

Terdahulu, notis pemakluman ke-
bankrapan atas penama Hasnul Baharu-
din mula ditularkan melalui aplikasi 
WhatsApp.

“Pihak bank dan 
peguam telah khilaf 

sehingga keluar notis 
mahkamah. Pihak Bank Islam 
(pemiutang) berjanji akan 
membatalkan notis tersebut.” 
- Hasn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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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lat: MDKS keluar dua notis
Beri tempoh 

seminggu 
pengusaha 

ternakan ayam 
selesai isu

ARZIANA MOHMAD 
AZAMAN

KUALA SELANGOR 

M ajlis Daerah Kuala 
Selangor (MDKS) 
mengeluarkan 

notis kacau ganggu kepada 
dua perusahaan ternakan 
ayam di Kampung Parit 
Mahang yang didakwa 
menjadi punca serangan 
lalat di kampung itu.

Yang Dipertua MDKS, 
Rahilah Rahmat menjelas-
kan, pihaknya menerima 
aduan yang dipanjangkan 
penduduk setempat berhu-
bung isu serangan lalat yang 
masih berlarutan.

“Pemeriksaan penguat 

kuasa MDKS mendapati 
terdapat dua perusahaan 
ternakan ayam di kampung 
itu yang beroperasi mana-
kala satu lagi masih dalam 
pembinaan.

“MDKS memberi tem-
poh tujuh hari kepada ke-
dua pemilik ladang untuk 
memastikan kacau ganggu 
tersebut dihapuskan dan 
jika gagal, tindakan sitaan 
akan dikenakan kepada pe-
milik,” katanya.

Rahilah menegaskan, 
MDKS tidak akan bertolak 
ansur dengan mana-mana 
pengusaha yang gagal me-
matuhi arahan berkenaan 
bagi memastikan tiada lagi 
aduan masyarakat berkena-
an gangguan lalat.

“MDKS turut mengam-
bil langkah awal membantu 
penduduk melalui penyem-
buran ‘Resigen dan Quick-
bayt’ di kawasan terjejas 
untuk mengurangkan gang-
guan lalat.

“Kerjasama orang ra-
mai turut diperlukan untuk 
menyalurkan maklumat 

Kerja semburan racun giat dijalankan MDKS bagi membendung masalah gangguan lalat di Kampung 
Parit Mahang.

sekiranya masalah ini ber-
ulang pada masa akan da-
tang.

Orang ramai digalakkan 
untuk menyalurkan aduan 
berkaitan perkhidmatan 
MDKS secara dalam talian 
di selangor.spab.gov.my 
atau hubungi 0332891439,” 
katanya.

Terdahulu, hampir 

2,000 penduduk Kampung 
Parit Mahang terpaksa ber-
depan ‘serangan’ lalat sejak 
setahun lalu.

Pada masa sama, Peng-
arah ID Mega Management 
Services, Abdul Hakim Is-
mail yang merupakan anta-
ra pemilik kilang penterna-
kan ayam di Jalan Bahagia 
Kampung Parit Mahang 

mengakui menerima notis 
kacau ganggu.

“Kami mengakui se-
rangan lalat kali ini agak 
teruk berikutan racun ka-
walan yang digunakan tidak 
memberi kesan sepenuhnya 
terhadap lalat yang ada ba-
gaimanapun cuba untuk 
mencari jalan terbaik bagi 
menyelesaikan isu ini.

“Saya pun berdepan 
masalah sama sebab penan-
da aras adalah rumah sen-
diri sebelum lalat ke tempat 
lain. Jika sebelum ini lalat 
dapat dikawal sebab guna 
racun sedia ada tapi kini 
serangga itu lebih resisten 
dan kebal.

“Kami juga dapatkan 
nasihat pakar dalam hal ini 
dan cuba kombinasi meng-
gunakan jaring untuk me-
ngepung sekeliling reban 
yang menempatkan 
400,000 ayam pedaging.

“Selain jaring, kawalan 
serangga dalam reban ayam 
juga dapat dibasmi dengan 
lebih menyeluruh dan 
diharapkan dengan cara ini 
lebih berkesan untuk 
keselesaan semua pen-
duduk,” katanya.

Penduduk Kampung 
Parit Mahang diserang 
lalat sejak setahun lalu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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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at juta pengguna terjejas
SHAH ALAM – Lebih empat juta 
pengguna bakal berdepan gang-
guan bekalan air akibat kerja pe-
nambahbaikan perkakasan kritikal 
sistem elektrik di Loji Rawatan Air 
Sungai Selangor Fasa 2 (LRA 
SSP2) pada 24 April ini.

Pengerusi Suruhanjaya Per-
khidmatan Air Negara (SPAN), 
Charles Santiago  berkata, gang-
guan bekalan air itu membabit-
kan sebanyak 620,835 akaun di 
577 kawasan di Klang, Shah 
Alam, Petaling, Gombak, Kuala 
Lumpur, Kuala Langat dan Kua-
la Selangor.

“Pelaksanaan kerja penam-
bahbaikan itu perlu dibuat dengan 
segera bagi mencegah sebarang 
kerosakan atau risiko kegagalan 
sistem elektrik bagi mengelakkan 
gangguan bekalan air yang tidak 
terancang kepada pengguna. 

“Kerja penambahbaikan akan 
bermula selama 14 jam daripada 
jam 9 pagi sehingga 11 malam 
dan akan menyebabkan henti 
tugas di LRA SSP2 sehingga 86 
jam bergantung kepada lokasi 
dan kedudukan pengguna,” ka-
tanya.

“Antara tindakan yang diam-
bil seperti memberikan bantuan 
bekalan air melalui tangki lori air, 
tangki statik, pili awam, stesen 

pengisian air setempat dan agih-
an botol air minuman. 

“Air Selangor juga dikehen-
daki memastikan bantuan bekal-
an air dibekalkan ke premis kri-
tikal seperti hospital, pusat 
dialisis dan sebagainya,”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kepada 
media semalam.

Charles turut memaklumkan, 
Air selangor akan memberikan 
pengumuman perincian kawasan 
yang terlibat dan cara untuk 
menghubungi mereka sekiranya 
pengguna menghadapi masalah 
mendapatkan bantuan bekalan 
air. 

“Bekalan air dijangka akan 
pulih secara berperingkat selepas 
kerja penambahbaikan selesai 
dilaksanakan dan LRA SSP2 ber-
operasi semula. 

“Pengguna yang ingin men-
dapatkan maklumat lebih terpe-
rinci berhubung gangguan bekal-
an air ini, boleh merujuk kepada 
laman web www.syabas.com.my, 
Facebook Air Selangor, twitter @
air_selangor dan aplikasi Air Se-
langor,”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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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sal papan tanda tulisan Cina
Tindakan itu 

dianggap ingkar 
titah Sultan 
Sharafuddin

MOHD IZZATUL
 IZUAN TAHIR

SABAK BERNAM 

M ajlis Daerah Sabak 
Bernam (MDSB) 
diminta lebih 

sensitif mengenai papan 
tanda jalan baharu tulisan 
Cina yang dipasang di 
Bagan Sekinchan. 

Seorang pengendali Fa-
cebook, Iqbal Khalid me-
muat naik status itu kesal 
dengan tindakan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yang seolah-olah menging-
kari titah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pada 19 November 
tahun lalu. 

Menurutnya, Sultan 
Sharafuddin sebelum ini 
menitahkan semua papan 
tanda nama jalan bertulisan 
Cina di daerah ini ditang-
galkan dan diganti serta 
merta selewatnya 11 Di-
sember tahun sama. 

“Titah baginda nak 
langgar (ingkar) juga ke?,” 
katanya.

Sehingga jam, 3 petang 
semalam, status itu mene-
rima sebanyak 102 tanda 
pelbagai reaksi, 17 komen 
dan 76 perkongsian. 

Iqbal berkata, MDSB 
sepatutnya mengekalkan 
sahaja papan tanda tulisan 

jawi. 
“Utamakanlah bahasa 

kebangsaan kita dan ja-
nganlah bertindak melulu,” 
katanya. 

Difahamkan, jalan di 
Sekinchan sebelum ini di-
tulis dengan bahasa Melayu 
dan jawi. 

Bagaimanapun, papan 
tanda itu dipercayai masih 
dikekalkan, namun terda-
pat papan tanda baharu 
tulisan Cina serta menge-
kalkan bahasa Melayu di 
jalan terbabit.

Sementara itu, ADUN 
Sekinchan, Ng Suee Lim 
berkata, papan tanda ber-
tulisan Melayu dan Cina 
dipasang bagi memudah-
kan pelancong asing ke 
Sekinchan. 

Katanya, hampir 30 ke 
40 peratus pelancong dari 

Iqbal memuat naik status mengenai pemasangan papan tanda 
tulisan Cina di Facebooknya.

negara China, Hong Kong 
dan Singapura melawat ke 
Sekinchan. 

“Sekinchan menjadi 
tumpuan pelancong sejak 
2008 lagi dan ini dapat me-
mudahkan pelancong  
singgah Sekinchan,” kata-
nya. 

Sementara itu, MDSB 
dijangka membuat kenya-
taan media berhubung 
perkara itu dalam waktu 
terdekat.

Sultan Sharafuddin 
menitahkan semua 
papan tanda nama jalan 
bertulisan Cina di Sabak 
��������	
�����	��	
Disember tahun lalu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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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gs Of KKB bermula hari ini
KUALA KUBU BHARU - Program 
Wings Of Kuala Kubu Bharu (KKB) 
2019: Selangor International Birds Fair 
bagi edisi kelapan bakal berlangsung 
selama tiga hari bermula hari ini hing-
ga Ahad.

Seramai 2,000 peserta dalam dan 
luar negara dijangka menyertai per-
tandingan yang mengekalkan laluan 
dari KKB ke Bukit Fraser melalui Ta-
man Warisan Negeri Selangor.

Pegawai Komunikasi Korporat 
Majlis Daerah Hulu Selangor (MDHS), 
Junainah Abdullah berkata, program 
bertujuan mendidik generasi baru  sa-
yangi alam sekitar dan mengenali spe-

sis burung di negara ini.
Menurutnya, MDHS turut berhas-

rat mempromosikan KKB sebagai 
Warisan Bandar Taman.

“Penganjuran masih mengekalkan 
acara utama iaitu pertandingan me-
merhati burung, fotografi dan melukis 
mengikut kategori termasuk pelajar 
sekolah, institusi pengajian tinggi ser-
ta terbuka.

“Penyertaan peserta luar daripada 
Taiwan, Kemboja, Filipina, India, Swit-
zerland dan Nepal.

“Acara sampingan diadakan  seper-
ti mewarna kanak-kanak, pameran dan 
persembahan pentas,”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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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mbah Klang tiada air 86 jam 
PUTRAJAYA 18 April - Gang-
guan bekalan air sehingga 86 
jam dijangka berlaku di Klang, 
Shah Alam, Petaling, Gombak, 
Kuala Lumpur, Kuala Langat 
dan Kuala Selangor susulan 
kerja-kerja penambahbaikan 
perkakasan kritikal sistem 
bekalan elektrik di Loji Rawa-
tan Air Sungai Selangor Fasa 2 
(LRA SSP2) pada 24 April. 

Pengerusi Suruhanjaya 
Perkhidmatan Air Negara 
(SPAN), Charles Santiago berka-
ta, pelaksanaan kerja-kerja 
penambahbaikan oleh Pengu-
rusan Air Selangor Sdn Bhd (Air 
Selangor) itu perlu dibuat de-
ngan segera untuk mencegah 
sebarang kerosakan atau risiko 
kegagalan sistem elektrik bagi 
mengelakkan gangguan beka-
lan air yang tidak terancang 
kepada pengguna. 

"Kerja-kerja penambahba-
ikan akan bermula dari jam 9 
pagi sehingga 11 malam iaitu 
selama 14 jam dan akan me-
nyebabkan henti tugas di LRA 
SSP2. 

"Henti tugas LRA SSP2 ini 
akan menyebabkan gangguan 
bekalan air sehingga 86 jam 
bergantung kepada lokasi dan 

kedudukan pengguna dengan 
sebanyak 620,835 akaun atau 
4,143,465 pengguna di 577 ka-
wasan akan terkesan," kata-
nya dalam kenyataan hari ini. 

Santiago berkata, pihak Air 
Selangor akan mengambil lang-
kah yang berkenaan dan ber-
usaha untuk mengurangkan im-
pak dan memendekkan tempoh 
gangguan bekalan air kepada 
semua pengguna yang terlibat. 

"Antaranya adalah mem-
berikan bantuan bekalan air 
melalui tangki lori air, tangki 
statik, pili awam, stesen peng-
isian air setempat dan agihan 
botol air minuman selain me-
mastikan bantuan bekalan air 
dibekalkan ke premis kritikal 
seperti hospital, pusat dialisis 
dan sebagainya," katanya. 

Santiago berkata, bekalan 
air dijangka pulih secara ber-
peringkat selepas kerja-kerja 
penambahbaikan selesai di-
laksanakan dan LRA SSP2 ber-
operasi semula. 

"Air Selangor menjangka 
bahawa hampir 50 peratus 
daripada kawasan yang terje-
jas akan menerima bekalan air 
melalui paip dalam tempoh 24 
jam,"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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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ISIS 
Oleh HERMAN HAMID 

KLIA atau Sepang, kenapa 
suka tukar nama? 
APA ada pada nama? Itu 
kena tanya kerajaan Pakatan 
Harapan (PH) yang menjadi 
perhatian warga maya sehari 
dua ini gara-gara keghaira-
han untuk 'menjenamakan 
semula' program kerajaan 
terdahulu. 

Semalam pula riuh cada-
ngan pertukaran nama Lapa-
ngan Terbang Antarabangsa 
Kuala Lumpur (KLIA). 

Walaupun dokumen itu 
bukan baharu, namun seke-
lip mata tular rentetan be-
berapa penjenamaan sem-
ula dĕngan yang terbaharu 
Program Permata Negara 
(Permata) kepada Genius. 
Hakikatnya pemilihan nama 
sesebuah lapangan terbang 
bukan sesuka hati, ada ne-
gara melantik perunding 
untuk mengkaji nama yang 
dipilih supaya memberi pu-
langan terbaik dari sudut pe-
masaran selain aspek seperti 
objektif dan mencerminkan 
wajah negara. 

Ya, pemilihan kebiasaan-
nya berdasarkan lokasi teta-
pi itu tidak semestinya dan 
menurut sebuah artikel me-
dia antarabangsa, 75 peratus 
lapangan terbang di seluruh 
dunia mengguna pakai kae-
dah tersebut. 

Bakinya macam-macam 
lagi, nama pemimpin politik, 
tokoh seni, legenda sukan 
atau ikon di lokasi lapangan 
terbang berkenaan. 

Belfast City Airport di-

namakan kemudian sem-
pena legenda bola sepak, 
George Best. Di Singapura, 
pernah ada petisyen men-
cadangkan Lapangan Anta-
rabangsa Changi dinamakan 
sempena bekas Perdana 
Menteri mereka, Lee Kuan 
Yew. 

Andailah KLIA ditukar ke-
pada Lapangan Terbang Anta-
rabangsa Sepang, mungkin 
Malaysia satu-satunya negara 
yang menukar nama lapangan 
terbang supaya bertepatan 
dengan lokasi sebenar. 

Mujur tiada perubahan 
dan sebenarnya, KLIA yang 
dikenali seluruh dunia tidak 
terikat untuk dinamakan 
Sepa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dan kenapa nama KLIA di-
pilih dua dekad lalu tentunya 
setelah penelitian mendalam. 

Satu perkara lagi, pen-
jenamaan semula tidak se-
mestinya menukar nama 
tetapi yang penting peng-
isiannya secara keseluruhan. 

Ada lapangan terbang 
kekal dengan nama asal wa-
laupun setelah dijenamakan 
semula. Yang bertukar ada-
lah wajah serta kemudahan 
dari kelas pertama kepada 
kelas dunia. Ini yang KLIA 
perlu, bukan tukar nama. 

Pemimpin PH pun, setiap 
penambahbaikan program 
atau penjenamaan semula 
bukan bermakna mesti tukar 
nama yang hanya membabit-
kan k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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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N Morib nafi bankrap, bank khilaf 
SHAH ALAM 18 April - A p a k a h 
Selangor akan menyaksikan 
satu lagi pilihan raya kecil sete-
lah tersebarnya notis keban-
krapan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Morib, Hasnul 
Baharuddin?. 

Notis kebankrapan bernom-
bor BA-29NCC-1054-02/2019 
dan bertarikh 4 April 2019 itu 
dikeluarkan Mahkamah Tinggi 
Shah Alam terhadap Hasnul dan 
disiarkan dalam akhbar tempa-
tan. 

Notis sama juga turut men-
jelaskan bahawa Bank Islam 
Malaysia Berhad (Bank Islam) 

bertindak sebagai 
ex-parte. 

Mengikut Perkara 
48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mana-
mana wakil rakyat 
yang bankrap tidak 
layak menjadi Ahli 
Parlimen ataupun 
ADUN dan dengan 
itu keahliannya ter-
lucut serta memer-
lukan pilihan raya 
diadakan. 

Sementara itu, Hasnul ke-
tika dihubungi menafikan yang 
beliau bankrap dan mendakwa 

HASNULBAHARUDDIN 

berlaku kesilapan 
berhubung notis pe-
makluman tersebut. 

Jelasnya, isu ber-
kenaan masih dalam 
proses penyelesaian 
dan aset yang dimak-
sudkan merupakan 
sebuah kedai strata 
dan telah pun dile-
long. 

"Pihak bank dan 
peguam telah khi-

laf sehingga keluar notis mah-
kamah. Bank Islam berjanji 
akan membatalkan notis terse-
but,"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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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Abandoned houses 
causing unease in 
Kla'ng neighbourhood 
>4 

Abandoned houses left to rot 
Concerned parties want something done about the 34 units in Taman Sentosa, Klang 
By EDWARD RAJENDRA 
edward@thestar.com.my 

TWO rows of low-cost abandoned 
terrace houses in Taman Sentosa, 
Klang, Selangor, are worrying resi-
dent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vandals 
have stripped the houses on Jalan 
Dato Dagang 6 and Lorong Dato 
Abdul Hamid 29A of their electrical 
fittings, windows, doors, bathroom 
frames and even hacked out the 
metal bars from the walls. 

The lane between the rows of 
houses is overgrown with wild veg-
etation while the front of the hous-
es has been turned into an illegal 
dumpsite. 

Social activist and former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councillor 
PS Raj oo said the houses were com-
pleted in 2006. 

The other units built in the vicin-
ity were medium-cost houses. 

Owners of the medium-cost units 
located on the same road as the 
abandoned buildings had com-

plained to MPK numerous times to 
clean up the area. 

A resident, Khadijah Beevi, 55, 
said drug addicts would gather at 
the units. 

Rajoo said during his term as 
councillor from 2012 to 2015, he 
used his allocation four times to 
clean up the abandoned properties. 

"I even brought up this issue at 
the MPK Buildings Department 
sub-committee meetings in 2012, 
2013 and 2014," he said. 

"MPK referred the issue to the 
Selangor Real Estate and Housing 
Board (LPHS) but until now, noth-
ing has been done to resolve the 
matter. 

"I want LPHS to take over these 
34 units and rebuild them. They 
must be maintained as low-cost-
houses," he added. 

Khadijah added that over the 
past eight years, the sorry condition 
of the houses and presence of bad 
hats had caused some people to 
move out of the area. 

"We have pockets of areas where 

houses are abandoned and this 
issue must be resolved." 

Rajoo pointed out that there 
were other abandoned low-cost 
houses in Taman Sentosa - three 
units on Jalan Dato Abdul Hamid 
30, four on Lorong Dato Abdul 
Hamid 30D and two on Lorong 

Dato Abdul Hamid 30C. 
Sentosa assemblyman G. Gunaraj 

told StarMetro that his office had 
written to MPK's Buildings 
Department in the second week of 
January about the issue but the 
council had failed to get back to 
him. 

Rajoo in f ront of 
one of the 
abandoned 
houses on 
Lorong Dato 
Abdul Hamid 
29A in Taman 
Sentosa, Klang. 

"I want MPK to provide details 
on the 34 abandoned houses, 
especially the owners. 

"We will send a reminder to 
MPK and pursue this matter with 
LPHS," he said, adding that in the 
short-term, MPK must clean up th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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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Kj to ensure cleanliness at Ramadan bazaars 
By LIM YIN YEN 
metro@thestar.com.my 

KAJ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j) 
is implementing several measures 
to ensure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Ramadan bazaars and markets 
under its jurisdiction. 

At a briefing on the manage-
ment of Ramadan bazaars and 
markets at Dewan Seri Cerripaka 
in Kajang, MPKj councillor Lim 
Kim Eng said there would be 39 
locations featuring food stalls and 
11 venues fo'r Ramadan carnivals 
offering snacks, clothing and fes-
tive decorations. 

"Of these locations, only four 
will be managed by MPKj while 
the rest will be monitored by 
organisers from the residents 
associations which have been 

approved by the council," she said. 
Lim added that the Ramadan 

carnivals would be organised by 
private entities. 

"Our priorities are the cleanli-
ness of the sites and ensuring that 
the bazaars will not hinder traffic 
movement. 

"Vendors who have been black-
listed in the past were not consid-
ered during the application pro-
cess this time," she added. 

MPKj Licensing and Traders 
Department deputy director 
Hezreen Mazurah Jamil said ven-
dors were responsible for main-
taining hygiene at the bazaars. 

"It is compulsory for all vendors 
to wear appropriate attire when 
handling food. 

"Furthermore, they should not 
leave anything behind after the 

bazaar ends at night," she said. 
Hezreen warned that those who 

do not comply with regulations 
would see their licences revoked 
as per council by-laws. 

Solid Waste and Public 
Cleansing Management 
Corporation officer Mohd Yazid 
Abdul Razak said the percentage 
of vendors who flouted the rules 
had dropped considerably from 
50% to 20% in recent years. 

"With programmes like this, 
traders are now more aware of 
the regulations they must adhere 
to during the Ramadan bazaar." 

Yazid urged vendors to use 
clean water and cover their food 
at all times to ensure food safety. 

Also present at the briefing 
were MPKj councillors Saharuddin 
Budin and Sun Kin Wah. 

NGURUSAN PA: 
M DAN RAMAD 
M A J i i ^ E R B A b L 

(From left) Hezreen w i th councillors Sun, Saharuddin and Lim at 
the MPKj briefing for Ramadan bazaar vend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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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adopts mountain for sustainability project 
MANAGEMENT and Science 
University (MSU) launched its 
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Project (MESP) last month with the 
My Mountain Project in Hulu 
Langat, Selangor. 

The launch of MESP 2019 
marked the reopening of Gunung 
Nuang in Hulu Langat's Hutan 
Lipur since it was closed to the 
public a year ago. 

Raja Muda of Selangor, Tengku 
m "jnir Shah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launched the 
event. 

A tongkat ali sapling was plant-
ed by Tengku Amir together with 
MSU president Prof Tan Sri Dr 
Mohd Shukri Ah Yajid and 
vice-chancellor Prof Puan Sri Dr 
Junainah Abd Uamid. 

This was followed by a hike 
to Lolo Base camp with more 

saplings planted and fishes 
released up on the mountain. 

My Mountain Project delivers 
the MSU commitment to the UN -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Goals. 
The university is adopting Gunung 
Nuang for five years and carrying 
out activities with a "Cure, Care, 
Conserve" focus. 

These activities shall include 
tree planting, facility upgrading, 
and signage building. 

A hiker registration system will 
also be developed and mobil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boosted; 
Collaborations with industries,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non-
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are' 
anticipated. 

Around 300 students from 
various faculties and schools were 
involved in MSU's MESP My 
Mountain Project. 

Tengku Amir (centre, in yellow shirt) and Prof Mohd Shukri (in red shirt) with MSU staff and students who 
conducted planting activities at Gunung Nuang in conjunction with MSU's MESP My Mountain Project and 
the reopening of Gunung N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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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馬來西亞足總杯足球賽i 

*第3圈（16强） 

前曰成績（17曰） 
柔佛达鲁塔克欣负雪兰莪发展机构 0比1 

国民大学（马首）负彭亨 0比1 

霹雳经济发展局胜警察（马首） 3比2 

而连突足总（M4)负霹雳 1比2 

*8强对阵抽签结果 

登嘉楼 对彭亨 

霹雳经济发展局对霹雳 

雪兰莪发展机构对吉打 

吉隆坡 对土地发展局联 

注：马超球队不加注明 

首回合4月30日/5月1日； 

次回合5月10/11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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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超級足球聯賽 

*第10轮 

今曰賽程（19曰） 
9:00PM登嘉楼 对土地发展局联 

(瓜登苏丹伊斯迈体育场） 

明曰賽程（20曰） 
9:00PM霹雳 对彭亨 

(怡保霹雳体育场） 

9:00PM柔佛达鲁塔克欣对雪兰莪发展机构 

(新山丹斯里哈山尤努斯体育场） 

9:00PM吉隆坡 对八打灵再也市球会 

(蕉赖吉隆坡足总体育场） 

9:00PM雪兰莪 对霹雳经济发展局 

(莎阿南体育场） 

週曰賽程（21曰） 
9:00PM马六甲 

(甲市汉哲拔体育场） 

对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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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足總杯 
彭亨霹靂晉8強 

紅蟻淘汰南虎 
(新山is日讯）红蚂蚁咬死南虎！ 

马来西亚足总杯足球赛昨晚结束第3圈 

(I6强）的最后4场比赛，马超冠军“南 

方之虎”柔佛达鲁塔克欣（JDT)在主场 

爆冷以0比1不敌“红蚂蚁”雪兰莪发展机 

构，怠外地遭遇一轮游！ 

JDT作为马超冠军无须参加前2轮比赛而 

直接晋级第3圏，坐镇新山丹斯里哈山尤 

努斯球场，迎来前国足主帅拿督K.拉惹戈 

巴执教的马超对手雪兰莪发展机构。这也 

是2016年足总杯决赛重演，当年柔佛以2 

比1胜出，历史上首次捧杯。 

主场作战的南虎在逾7300名球迷支持 

下，一开场就占据圣动频频冲击对手大 

门。然而，第10分钟，基克因萨因犯规而 

被直接红卡罚下，南虎剩下10人应战后威 
胁大减，一•直得势不得分。 

下半场开始仅4分钟，雪兰莪发展机构 

的利比里亚前锋舍曼，在门前接应队友传 

球，高高跃起头球破门！ 

最终JDT无力反扑，红蚂蚁凭藉此球爆 

出冷门，拿下8强资格；拉惹戈巴的球队 

也为3年前决赛落败完美复仇。 

值得一提，本周六的马超联赛，柔佛和 

雪发展机构还将再次较量，地点也是哈山 

尤努斯球场。 

馬超球隊包辦 

其他比赛，2届冠军“野牛”霹雳队面 

对16强当中排名最低、来自第4级M4联赛 

的而连突足总队，在先丢1球之下，凭藉 

巴西外援万达路易斯在最后15分钟连中双 

元，才惊险以2比1逆转获胜。 

3届冠军“大象”彭亨作客1比0小胜马 

首联赛的国民大学；霹雳经济发展局主场 

3比2战胜马首的警察队，顺利晋级复赛， 

使得8强被马超球队包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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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住宅H 
居民不滿逾 維修 

(无拉港18日讯）无拉港 

再也花园、布特拉布迪曼花 

园以及帝沙沙登花园3个住宅 

区主要道路的街灯，有80%失 

灵，居民怒问，什么时候维 

修？ 

无拉港再也斯里嘉迪公寓 他说，除了街灯，上述3条 

主要道路也有很多路洞，也是 

超过半年都没有人补，晚上摸 

黑回家还要防撞路洞，让每天 

使用主要道路的居民受不了。 

(Pangsapuri Seri Jati ) 

居民莫哈末阿里指出，上述3 

个住宅区的主要道路全长约3 

公里，但只有20%的街灯有操 

作，其他街灯如同虚设，一些 

街灯柱甚至被撞断超过一年仍 

无维修。 

不見承包商掃街 

他今日与当地斯里布莱组屋 

：讀: 

PIH 效4壤，^f 劣 

居民古西一起向记者投诉时， 

这i指tbo 

S哈末丨可里也是前加影市议 

员，他在去年10月把街灯及 

路洞问题反映给无拉港州议员 

王诗棋及市议员神建华，但他 

说，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据了解，除了上述3个住宅 

区，周遭还有10个住宅区居民 

也使用这些主要道路，包括珍 

珠阁、里布莱组屋、高峰乌打 

玛等。 
莫哈末阿里指出，除了街灯 

与路洞，3条主要道路也不见 

有承包商扫街，据他了解，承 

包商应该每天扫街，但承包商 

员工没根据范畴扫街，导致 

马路上垃圾处处，随风飘揺。 
“我也曾直接找市议会官员 

寻求协助，虽然官员有来看， 

但还是没有做；最后一次要求 

州议员到无拉港再也了解民生 
问题是在今年3月22日。” 

此外，他要求州政府为无拉 

港再也周遭住宅区提供“我的 

雪兰莪”免费巴士，以及提供 

捷运接驳巴士。 

i 

•无拉港再也花园主要道路大多数街灯已失灵。 

電纜被偷委承包商維修 

加 f影市议员神建华 

说，无拉港再也 

一带主要道路的街灯电 

缆被偷以致没有街灯， 

市议会已委任承包商维 

修。 

他去年已向加影市议 

会反映电缆被偷的情 

况，市议会也已委任承 

包商。 
“从布迪曼往Mini on 

的街灯已维修好，但布 

迪曼往无拉港再也则 

没街灯，但已委任承 

包商，已在准备维修 
巾。” 

他受询时说，无拉港 

再也和布特拉布迪曼属 

无拉港州选区，但帝沙 

沙登属史里肯邦安州选 

区，希望居民不要混 

淆。 

他说，莫哈末阿里曾 

向他投诉路洞问题，而 

他也要求对方提供照片 

和地点，以免搞错地 

点，但对方提供的讯息 

不清楚。 

他强调，市议会不会 

不做工，只是根据程序 

做工，会需要一些时 

间。 

至于居民要求免费巴 

士，他认同有关要求， 

若居民找他帮忙，他也 

可以提出建议。 

地
點
•
•
無
拉
港
再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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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I S日讯）梳 

邦再也市议会骨痛热症 

病例，在今年第14周累 
积至3183宗，与2018年 
同一周仅751宗相比， 

增长了 3457。！ 

罹患骨痛热症的病患急速增加不只是发 

生在该城市而已，全国以及国外的病例也 

在增加。 

为此，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席诺莱妮吁请 

公众谨记消灭黑斑蚊，人人有责，并不只 

是有关当局的责任而已，公众更应该一同 
怒ii消^？里斑时 

她强调r市i i会会在比较容易滋圭黑斑 

蚊的地区喷射蚊雾，也会著重在消灭成年 

黑斑蚊，以降低公众患上骨痛热症几率。 

诺莱妮是日前在蒲种甘榜登牙苔都13哩 

梳邦再也今年截至第14週 

蚊症病例達3183宗 
( K g  T e n g a h  B a t u  1 3 )举办的“消火黑斑 

蚊大扫除”活动上，这么指出。 

荅都知甲区州议员罗兹雅在致词时说， 

希望透过此活动让大众明白消灭黑斑蚊需 

要全部人通力合作，也希望该区能完全消 

除黑斑蚊，同时呼吁当地居民时刻保持居 

住环境白勺整洁 o  

她说，会i择在该区举行大扫除是因为 

截至第14周，该区是整个梳邦再也累积最多 

病例的一区，即是99宗。 

因此，她希望该区的居民能合力把黑斑 

蚊完全消灭。 

个罗茲雅希望公众 

能合力灭黑斑蚊。 

+ “消灭黑斑蚊大 

扫除”有望让居民 

醒觉，保持环境乾 

净也是消灭黑斑蚊 
的方法之一。 

W .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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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白房屋綜合發展計劃 

下月聽證會查耽誤因素 

(莎阿南IS日讯）靠近沙白 

安南Air Manis的综合发展计划 

自2013年动土至今仅有2间示范 

屋，雪州能力、公信力及透明 

度特别遴选委员会（SELCAT) 

将于5月7日召开听证会，以调 

查工程耽误的因素，并赶在来 

临的雪州议会提呈辩论。 
据了解，讀州大臣机构 

(MBI)旗下子公司，雪州资本 

有限公司（PNSB)将在上述占 

地25亩的地段展开综合性发展 

计划，包括负担房屋、排屋、 

公寓和商业单位，其馀设施则 

有大型休息站，而前雪州大臣 

丹斯里卡立依布拉欣在2013年 

已进行动土仪式。 

基于工程施工至今已耗费至 
3000万令吉，其中1600万令吉 

作为复原填土的工作，但工地 

仅有2间示范屋。 
雪州议长兼雪州能力、公信 

力及透明度特别遴选委员会 i  

席黄瑞林，陆续接获沙白区州 

议员阿末慕斯因和雪州反对党 

领袖投诉和要求召开听证会， 

因此将于5月7日召开听证会， 

暂定1天。 

该委贝会最后一•次会议是 

2016年2月23日，由时任雪州议 

长杨巧双主持，黄瑞林则是委 

员。 
他指出，上述综合发展的工 

程原本需在3年内完工，工程已 

耗费3000万令吉，但目前只有2 

间示范单位，并成为当地的重 
大课题之一，面对许多居民禾口 

当地人民代议士的询问。 

他指出，有兴趣的相关单位 

可尽早向雪州议会秘书处登 

记。 
“我们也召见多名证人出席 

给予讲解，并会在胃州电视台 
(Selangor TV)进行直播。” 

他指出，听证会结束后，该 

委员会将召开内部会议结合资 

料，以提呈雪州议会。 

他说，听证会期间，如果揭 

发当中涉及滥权或其他错误， 

相关执法单位将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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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瑞林：新議員表現尚算滿意 
"州议会近6 5 %是新科州议 

员，黄瑞林指多名新议员表 

现尚算满意，但依然有很大的发 

展空间。 
他坦°言，截至目前，多名新科 

议员对议会常规或发问和辩论的 

技巧还不熟悉，但新议员需至少3 

年来累积经验摸索和适应。 

他赞扬希盟州议员表现积极， 

勇于参与各项辩论。 
“我也建议大家除了关注选区 

议题，也应掌握州政府政策。” 

他指出，为了协助州议员做足 

准备，州议员助理和研究员扮演 

重要角色，以第一时间递上资料 

给州议员。 

他说，州议员助理和研究员是 

充满挑战性的工作，除了为州 

议员提供每日行程表，也需准 

备充足资料，让州议员在议会上 

发声，藉此提高州议会的辩论素 

质。 
“雪州政府自改朝换代后，已 

进行系列的改革工作，包括增加 

不同领域的特别遴选委员会，即 

从原本的雪州公共账目委员会 

(PAC)�议会常规遴选委员会、 

州议会权利与自由遴选委员会， 

增加至地方政府遴选委员会（JP-

PBT)�雪州子公司、法定机构 

及州政府机构遴选委员会（JP-

ABAS)�州政府县和土地局遴选 

委员会（JP-PADAT)、能力、公 

信力与透明度遴选委员会、消除 

贫困遴选委员会和议会管理遴选 
委员会。” 

他强调，各委员会充分发挥监 

督与制衡的角色，并根据每年总 

审计司报告做出研究工作。 
“雪州议会成为其他州属议 

会，甚至是国会的学习对象，我 

作为改朝换代后的第三任州议 
长，会继续以专业精神领导，让 
雪州议会成为有素质和高尚的议 

智 
库达鲁依山研究所（IDE)副畫席拿 

督莫哈末拉袓安奥曼指出，州议员 

助理和研究员在为人民代议士传达讯息和 

资料时，扮演重要的角色，雪州议会内的 

辩论和提问环节中，一名充分发挥的研究 

员是重要的钥匙。 
他也坦言，州议员的助理和研究员在研 

究和教育领域必须有巩固的背景，可见他 

们的工作任务充满挑战性，该研究所也为 

此提供培训工作坊，提供资讯和经验给议 

员助理们。 

他说，该研究所曾为国会议员的助理和 

研究员们提供培训工作坊，并在近年陆续 

走入各州议会，让助理们清楚掌握自己的 

角色和工作内容和岗位，以协助人民代议 

士在议会内作好表现。 

他强调，培训工作坊将会提供更多关于 

研究员领域的工作内容给参与者、训练年 

轻人成为有能力的研究员、拉近我国的研 

究员和助理们的联系等。 

雪州议长办公室周四与智库达鲁依山研究所联办培训工 

作坊，出席者多达40名，当中也包括雪州5名反对党阵营 

的助理和研究员们。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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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痛 
骨痛熱症 

'Itl 16/4/2019 17/4/2019 
从30/12/2018 

至17/ 4/2019 

柔佛 15 26 3220 

吉打 5 4 665 
士 M见 
口 二丹 9 7 1254 

马六甲 5 1 625 

森美兰 3 2 802 

彭亨 4 5 401 

霹雳 8 7 1105 

玻璃市 2 3 156 

槟城 8 10 2269 

沙巴 15 8 1845 

砂拉越 2 4 513 

雪州 163 149 2 万3830 

登嘉楼 1 2 263 

吉隆坡 36 30 3408 

纳闽 0 0 15 

布城 4 3 338 

总数 280 261 4 万 709 

B蜀CB 
(吉隆坡18日讯）雪 

州在全国骨痛热症排行 

榜，4连“冠” ！ 

从2018年 12月30 日至2019 

J I V年4月17日，—州以2万3830 
’4、宗籠舰，高居全国骨痛 

I 执症榜首 
’…据《中国报》了解，疑近 

• 期阴晴不定的天气，及住家 

周遭成为蚊虫滋生之处，导 

致国内的骨痛热症数据继续飙升，尤其是 

雪州，在踏入2019年后，从1月1日至4月 

17日，雪州在全国骨痛热症的“排行榜” 

当中，已连续4个月高居榜首。 

一天就有280宗 

根据国内骨热症的数据，从2018年12月 

30曰至2019年4月17日，国内总共发生了4 

万?09宗骨痛热症。 

在4万709宗骨痛热症中，吉隆坡是以 

3408宗排名第二#和以2万3830宗称冠的 

雪州相比，数据是有很大的差距。 

至于柔佛则是以3220宗骨痛热症，名列 

在3甲之中。 

在4月1T日单天，全国就有261宗骨痛热 

症发生，其中149宗是发生在雪州，吉隆 

坡则是30宗，柔佛是26宗。 

另外，在4月16日一天，全国就有280宗 

骨痛热症的发生，其中的163宗是发生在 

键州，吉隆坡则是有36宗，柔佛和沙巴则 

是各别15宗。 

在今年1月1日至4月13日，国内已有63 

人因骨痛热症而逝世。 

根据较早前的骨痛热症的数据，从2018’ 

年12月30日至2019年2月13日，全国的骨 

痛热症是有1万9279宗，其中的1万1141宗 

是发生在雪州。 

但只隔两个月，即是到4月1T日，全国 

的骨痛热症数据就已增加至4万709宗，雪 

州则是增加至2万3830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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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4月14日，在国内的153个骨痛热症 

黑区中（超过SO天）中，只有I2个 

黑区是在沙巴、布城、吉隆坡、霹雳和柔 

佛，其余的都是在雪州。 

在讀州的骨痛热症黑区中，大部分是集 

中在八打灵县，其余是在巴生、乌鲁冷 

岳、雪邦、鹅唛、乌雪和沙白安南。 

位于巴生SR] XERY1 LLA公寓的骨痛热症 

则是持续了 194天，排列国内榜首，当地 

歷史悠久深入遊客心 感覺被降級了 

共有58宗骨痛热症的发生。 

位于蒲种13哩的甘榜登岸（kampung 
tengah )迄今已有1 01宗骨痛热症发生， 

当地的骨痛热症已持续了 183天。 

在八打灵县的第七区（d组屋，第52座 

至58座），当地已发生了117宗骨痛热 

症，已持续发生175天。 

在雪州，目前遭投报有骨痛热症发生的 

共有601个地区，大部份都是发生在住宅 

区，以组屋、公寓和排屋居多。 

另外，在吉隆坡区被确认有骨痛热症发 

生的地区则是有116个。 

雪邦欠代来性 
•林国强（爱•关怀之家总干事） 

；^名其实真正有代表性的话， 

&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 

我认为吉隆坡国际机场比较有 

代表性，要改名也改去马来西亚 

国际机场。 

雪邦欠缺一个代表性。 

應先提升設施 

我 

•曾于恩 

(31岁，高级企业公关职员） 

不同意改名为雪邦国际机 

场。主要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人们一直都认为，吉隆坡国际机场 

是吉隆坡的重要切入点。 

于其花时间和精力改名，为什么当局不做更有 

意义的事情？比如升机场的设施，确保卫生水平 

等基本的事情，例如厕所，这太可怕了！特别是 

在你从日本等先进国家回来，你会发现我们的厕 

所很可怕！ 

國際機場不宜易名 
林淑慧 

2機場都要改 
•梁毅俐（35岁，公关） 

比较想知道是否两个都被建 

丨议改名抑或只改一个。 

个人是比较倾向一个称为•邦 

国际机场，一个则为吉隆坡国际 

机场，原因是能够更明确的区 

分两者。 

但如果被改名，涉及的相关品牌重塑将会是一 

笔数目可观的开支，最重要的还是需要探讨改名 

的目的议程。 

(吉隆坡is日讯）真的有必要 

把吉隆坡国际机场易名为雪邦国 

际机场吗？ 

《中国报》针对雪州政府于去 

年10月IS曰召开雪州行政会议， 

有关雪州政府已同意把吉隆坡国 

际机场（KLIA)易名为雪雪邦国 

际机场(Sepa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 一事，抽样电访国州 

议员及民众。 

雪邦不夠代表性 

绝大部分人不赞成把吉隆 

坡国际机场易名为雪邦国 

际机场。 

他们认为，吉隆坡是 

马来西亚首都，且吉隆 

坡国际机场已是历史悠 … 

久，是一个已深入国际游客心中 
的“品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 

有力的理由，并没有必要改名。 

他们说，尤其雪邦只是雪州里 
一个小地方，不足以取代“吉隆 

坡”的地位。 

“对国际游客来说，他们认识 

吉隆坡，但不认识雪邦，为何要 

改名？要改也要改一个比吉隆坡 

更有代表性的，而不是雪邦。” 

惟来自雪州议员则认为，易名 

为雪邦国际机场，可以提高雪州 

的知名度，有助提高旅游和投资 

业。 

此外，一些民众认为，易名是 

可以达到区分两个机场的分别， 

但却涉及庞大的资金，或可 

把这笔经费用作提升机场设 

备，更加实际。 

我 

•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方贵伦 

个人认为不需要改名 

因为吉隆坡国际机 

场历史悠久，每个人都认 

识，突然改名去雪州一个 

小地方的名字，有感“降 
衾及”。 

尤其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度，知名度远远 

超出雪邦，有其风格，也让人有归属感。 

增雪州知名度 
•雪州适耕庄区州议员黄瑞林 

Vb认为吉隆坡国际机场易名 

为雪邦国际机场是很好的 

事，会让更多人认识雪州和雪 

邦，我绝对赞成。 

如此一来，可以提高雪 

州的知名度，无论是对雪 

州的旅游和投资业都有很 

大的帮助。 

不僅服務雪邦 
•旺沙玛朱区国会议员拿 

汀巴杜卡陈仪乔 

名的建议没有错，但吉 

&隆坡国际机场这个名称 

用了那么久，已经成立一个 

品牌，对国际游客来说也 

是比较有熟悉感的。 

吉隆坡国际机场是为全 

国人服务，不仅仅是为雪 

邦。 

除非有很好的理由，否则我认为不必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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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滨海潮州会馆学艺比賽，全体参賽者与贵宾，第2排左5起蔡定松、赖锡隆、王伟祥、王庆祥伉 

俪、江美萍、郑明发伉俪、谢秀、吴国民、杨建生、谢耀光、郭文隆、黄友诚、王睦嘉、谢家崃、王瑞 

真及谢慧琳。 

(巴生is日讯）巴生滨 

海潮州会馆青年团及妇女 

组举办2019年第20届全国 

学艺赛巴生滨海区域赛， 

吸弓丨551名中小学生及对 

书艺有兴趣的公众踊跃参 

加。 

这项全国学艺比赛巴生 

滨海区域赛，由马潮联会 

主催，巴生滨海潮州会馆 

青年团及妇女组主办，优 

胜作品将代表巴生滨海潮 

巴生濱海潮州會館主辦 

逾500人參加學藝賽 
州会馆参与全国赛。 

该会会长拿督斯里郑明 

发指出，他希望通过学艺 

比赛的引进门，让艺术教 

育能够引起更广泛的关注 

及更多人的重视，让大家 

从这里开始，找到艺术的 

窗口，丰富生活经验，提 

升人文修养，深化艺术教 

育的内涵。 

“每当谈到学艺，包括 

书法、水墨、绘画班，我 

趣着 
•贵宾巡视賽场，左起为谢秀、谢大智、吴国民、王睦嘉、会长郑明发、赖 

锡隆、王伟祥、黄友诚、魏玉珠、江美萍及王庆祥夫人。 

们都会联想到这是学龄儿 

童的兴趣班，很多80后的 

朋友在求学时期，参加过 

这类的兴趣学习，但是踏 

入社会工作后，很少人会 

拿起画笔和毛笔，继续学 
习。” 

他说，艺术教育不仅是 
完成一幅画或写一幅字， 

在潜移默化下，学习艺术 

还能提高审美能力，丰富 

生活、提升观察力、同理 

心，及想像力和创造力。 

工委会主席谢慧琳指 

出，今年增加幼儿故事绘 

画赛，开放给6岁儿童参 

加，鼓励小朋友从小培养 

绘画兴趣，而不是成为 
“低4•旌” 

出席者€括贵宾吴国 

民、副会长郭文隆、王庆 

祥、秘书长谢大智、副秘 

书长杨建生博士、财政王 

伟祥、董事谢耀光、赖锡 

隆、王睦嘉、陈秋成、黄 

友诚、蔡定松、杨青年团 

团长谢家崃、妇女组主席 

王瑞真。 

prf生市议员谢秀说，雪州黑斑蚊 

匚二病例，至4月6日有2万多宗， 

巴生排第2名，占5913宗，3宗死亡 

病例。 

她希望通过学生，传达预防黑斑 

！咬滋生讯息与知识，确保校园每个 

角落清洁乾净，只有乾净及舒适校 

园环境，才能确保学生安全参与活 

雪州蚊症病例 
动，同时，画出优美艺术品。 

她代表班达马兰区州议员梁德 

志，出席活动致词时，这么指出。 

她赞扬巴生滨海潮州会馆举办学 

艺赛，鼓励类似带有华教文化的学 

艺赛，继续推广，传承给新一代。 

她说，雪州政府提供给残障子民 

福利，最闻数额5千令杏，年龄18 

岁以下，符合条件的残障人士，可 

以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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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原定于周五（19曰） 

迈入第6天审讯，然而 

控辩双方都需另外列席重要 

会议，因此双方都向高庭法 

官莫哈末纳兹兰申请展延审 

讯，并获法官批准，将案件 

延至下周一（22日）续审。 

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向法 

官指出，他与团队必须出席 

一项重要会议，该会议皆 

是讨论分拆总检察长和检控 

官权力的课题，因此要求延 

期。 

辩方律师沙菲宜也指出， 

其律师团队周五早上与下午 

都必须出席重要会议，向庭 

上提出相同要求。 

私邸裝修證明不屬豪華開銷 
、、+、菲宜较后在庭外接受媒体访 

o问时指出，袓卡奈和扎卡利 

亚的供词证明，他们分别在纳吉 

私邸建储藏室及水槽是必要的工 

程，同时也反驳了控方指其当事 

人的这笔花费是豪华开销。 

他说，控方传召的这2名承包 

商证人，与纳吉面对的的控罪无 

关，因为其当事人如何花钱根本 

与他所面对的控状无关。 

“整个检控团队都不明白他们 

提出的控状，纳吉面对的3项洗黑 

钱、3项刑事失信及1项滥权罪， 

这7项控状都是与接收资金有关， 

而非你（纳吉）如何花费。 

另外，询及辩方是否会尝试获 

得商人刘特佐等人与大马银行的 

通讯记录证据时，沙菲宜则说， 

他相信此案第4名证人，即国行经 

理阿末法汉，可于周一（22曰） 

出示他在大马银行捜查行动中所 

充公的文{牛。 

高庭周三批准辩方律师申请， 

谕令阿末法汉，需提供国行在大 

马银行所充公的银行户头文件， 

即该银行客户经理与涉及此案人 

物的对话记录，当中包括刘特 

佐。 

縫方律师哈温德吉星在盘问 

大马银行支票处理中心高 

级经理苔德鲁希山时，要求后者 

提呈位于拉惹朱兰路的大马银行 

分行银行系统内，有关支票交易 

(吉隆坡I8日讯）“前首相拿督斯 

里纳吉SRC国际公司洗钱和失信案”续 

审，控辩双方为室内设计师证人的合宜 

性起争议，辩方反对控方传召有关证人 

供证，指出纳吉被控“洗”钱罪名，并 

非“给”钱，因此在法律上与此案无 

关，无法证明被告是否有犯罪意图和行 

为。 

至于控方则坚持，证人的供证将可证明洗钱 

过程中的非法收益内容。 

此案第6名证人为ABS Trend Master私人有 

限公司室内设计师袓卡奈（46岁），该公司也 

是接受纳吉发出15张支票的其中一个单位。 

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指出，辩方每次都在认 

为证椐不利他们时提出抗议，是不对的行为， 

若无法传召证人，将让案子陷入困境。 

法官莫哈末纳兹兰指出，证人与案情有关 

联，因此裁定允许袓卡奈供证。 

完成工作收10萬 

袓卡奈在供证时说，他是在2014年8月受托 

到纳吉私邸建造储藏室和厨房，唯他忘了当初 

开价是23万4000令吉或24万3000令吉。 

他说，他当时也被受托维修垃圾处理区和警 

卫室。 

他k出，在完成工作后，于2015年2月收到1 

张10万令吉的支票作为回酬。 

第7名证人为Moz (M)私人有限公司创办人 

扎卡利亚在辩方盘问时认同，安装在纳吉私邸 

的水槽并非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该公司负责水管工作，扎卡利亚说，他曾在 

2015年接获来自雪州水供公司来电，指纳吉家 

里没有水供，受托到该处安装6000公升容量的 

水槽，报价为5万6500令吉。 

他也出示，1张志期2015年2月24日的支票， 

款项为5万6500令吉，以向法庭作出核实。 

“給”錢裝修與“洗”錢無關連 

争雄傳sst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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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实报告。 

哈温德吉星说，证人可选择提 

呈支票影印或核实报告，以证实 

控方周四早上呈堂的支票交易。 

“我们（辩方）要求（证人提 

呈相关文件），因为这些银行户 

头与（纳吉）的控罪相关，显示 

支票已被兑现，我也会在审讯期 

间，展示资金的流向图。” 

苔德鲁希山随后同意辩方的上 

述要求，表明可提供所需资料， 

而法官基于控方没有提出反对， 

因此批准辩方律师的申请。 

较早前，证人在接受哈温德吉 

星盘问时，同意后者的说法， 

也就是每一张支票必需先经过检 

查，以确定它是否已经兑现。 

他说，如果支票被拒付，银行 

将发出通知给支票发出银行。 

“银行经理将和支票处理部门 

一同处理这项工作，以解决此 

事，随后银行经理将通知户头持 

有人支票被拒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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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首要足球聯賽 

*第10轮 

今曰賽程（19曰） 
9:00PM槟城对柔佛达鲁塔克欣二队 

(乔治市体育场） 

明曰賽程(20曰) 

4:45PM警察对登嘉楼二队 

(士拉央市议会体育场） 

8:15PM沙巴对国民大学 

(亚庇利卡斯体育场） 

9:00PM吉兰丹对森美兰 

(哥市苏丹莫哈末四世体育场） 

週曰賽程（21曰） 
4:15PM砂拉越对玛拉工艺大学 

(古晋州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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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i s日讯）为协助斋 

戒月市集小贩提升业绩，八打灵再 

也市政厅鼓助小贩使用“Boost” 

电子钱包，以便迎合电子化趋势市 

场。 

八打灵再也市长拿督沙尤迪指出，为 

协助小贩赶上这电子化趋势，进阶为微 

型企业家，市政厅今年除了举办讲解会 

给小贩，也提供工作坊，让小贩了解电 

子化营业的概念。 
他今日出席有关讲解会和工作坊时 

说，此次讲解会名为“2019年斋戒月市 
集微型企业家转型讲解会及工作坊”， 

主要就是让小畈在斋戒月市集结束后， 

能够透过电子、网络来持续或开拓生 

嚴厲監督小販 

出席讲解会及工作坊者包括，八打灵 

再也副市长佐哈里及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执照组主任莎丽娜兹。 

沙尤迪指出，市政厅今年如往年般， 

执行评分制度来评估小畈表现，唯今年 

将特别严厉监督在去年犯下最多错误的 

地区的市集小贩，这些地区包括格拉那 

再也、斯里曼嘉花园（Sri. Manja)、哥 

打白沙罗S e k s y e n  4和白沙罗达迈。 

他说，为解决部分地区市集小贩无执 

照营业的问题，市政厅今年将针对其中3 

个面对此问题的地区市集进行安顿，包 

括在拿督哈仑大路的非法市集，将移到 

拿都哈仑 P . J S  2 / 1路、白沙罗达迈的 P J L :  

10? 1移到同一条路的Lot 70261及哥打 

白沙罗C a m a r路和C e c a w i  S e k s v e n  6的市 

集也将另作安顿。 

沙尤迪也指出，今年斋戒月市集小贩 
营业执照，其中一项申请条件包括，小 
畈必须使用可生物分解产品；市政厅也 

在今日的工作坊邀来供应商，提供小贩 

这方面的产品供应。 

•出席工作坊的小贩人数众多，将工作坊先场挤得水泄不通。 

靈市廳鼓勵齋戒月市集/ J  \販 

用0OOSt電子錢包誦 

£.B0R0NG 
^lANGKA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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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河第2期濾水站24曰暫停運作 

577地區制水86小時 
(吉隆坡IS日讯）配合加强电供设备工 

程，奮河第二期滤水站（SSP2)将于4月 

24日停止运作，巴生/莎阿南、八打灵、 

鹅唛、吉隆坡、瓜拉冷岳和瓜拉雪：至莪 

等577个地区，共62万835个户口或414万 

3465个用户，料断水长达86个小时。 

国家水务委员会（SPAN)今日发布文 

告，表明当局已接获雪州水供管理私人有 

限公司（Air Selangor)申请，4月24日 

为讀河第二期滤水站进行加强电供设备工 

程。 

加強電供設備工程 

该委员会主席查尔斯圣地亚哥说，上述 

工程必须尽速进行，以防止滤水站发生电 

供故障，或因电供问题造成突发性断水情 

况生。 

他1兑，该项工程时间为上午9时至晚上 

11时，长达14个小时，该滤水站将停止运 

f乍。 i也指出，滤水站停止运作期间，将造成 

86小时的水供中断情况出现，视有关地区 

的位置和情况而定。 

他说，受波及的是巴生/莎阿南、八打 

灵、鹅唛、吉隆坡、瓜拉冷岳和瓜拉雪兰 

莪等577个地区，共62万835个户口或414 

万3465个用户o 

“雪州水供°管理公司将采取各项措施， 

减少水供中断对用户的影响，包括派出水 

槽罗厘、储水槽、供水站和派发罐装净 

水等，也会确保供水给医院及洗肾中心 
等。” 

查爾斯：將宣布受影響地區 

t尔斯说，该公司将进 
一步宣布受影响地区 

的名单，及如何联络当局 

以获得水供援助等。 
他说，在该工程竣工和 

滤水站恢复运作之后，水 

供将逐步恢复供应。 

他指出，该公司也预计 

受波及地区中，有507�有望 

在24小时内能通过水供获 

得水源供应。 

用户们也受促要做好准 

备，储存水供以备用，也 

要节省用水，避免不必要 

的浪费。 

公众可在www • syabas • 

c o m . m y � 面 子 书 " A i r  

Selangor"�推特®air_ 

selangor或app "Air 

Selangor"，查询水供中 

断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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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汉强调，建议吉隆坡国际机场易 

$名为雪邦国际机场，不是基于政治 

考量，是其必要性。 

“这也不是新鲜课题，机场需不需要 

易名，曾多次在雪州议会中讨论，不是 

希盟执政中央之后才提出来的政策。” 

他说，基于易名建议曾在州议会中讨 

论，他们在之前召开行政议会议曰时， 

也把建议带入会议中讨论。 

他说，他们认为该国际机场是坐落在 

雪邦，也应该使用雪邦为该机场的名 

字。 

“我们在行政议会上曾讨论这建议， 

把吉隆坡国际机场易名为雪邦国际机场 

目前也只是属于建议当中，也还没有最 

后的定案。 

黃 思汉将在下一 

通理事会中， 

州政府的建议。 

他说，有关建》 

名一事，目前还沒 

入交通理事会中讨i 

“要不要易名弁 

州政府的权力，我 

此建议，还需要把 

带入交通理事会中 

并由交通部和中央 
出最后的决定。” 

他认为，该机场 

帶入交通理事會討論• -W 
_ I' _丨-

會議記錄指雪政府同意 

KUAB 名 

(吉隆坡18日讯）雪 

州政府同意，将吉隆 

坡国际机场（K L I A ) 

易名为雪邦国际机场 

(Sepa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 

社交媒体流传一份雪州政 

府于去年10月18日召开行政 

议会的会议记录，指州政府 

已同意将吉隆坡国际机场易 

名为雪邦国际机场。 

以機場所在地為名 

根据有关会议记录，该项 

易名建议是于2018年10月3曰 

举行的行政议会（31/2018) 

中提出，10月18曰召开的行 

政会议（32/201S)通过。 

该项易名建议，是由掌管 

雪州投资、工商及中小型工 

业事务的行政议员拿督邓章 

钦提出，行政议会也同意取 

名为雪邦国际机场。 

邓章钦提出相关建议时， 

认为有必要更换吉隆坡国际 

机场名字，应以其所在地雪 

邦为吉隆坡机场的名字。 

他也以其他国家国际机场 

为例说，其他国家国际机场 

是以机场所在地为名，该建 

议是符合其他国际机场的名 

称。 

邓章钦受询问时表明确实 

是有此事，但他没有做进一 

步回应。 

在该记录中注明，相关课 

题交给掌管雪州地方政府、 

公共交通和新村发展事务的 

行政议员黄思汉带入国家交 

通理事会讨论。 

Lirmfiur (KLlAj 

Miijlia Muayunrnt rucumnrnhrt rnnHlufwi akftfY fwrynrn Yorva 
dpbmngkilkrin olrth V li. Dalo1 1 CKnr^y KVklm 
merr/pnnmnkan ntirmiln mimu KljA ngiii mcanconnmkan lAknmi Inpnnoa-H 
fcrbonf) Icffsobol yong torlolok di doorcih 6dpcan||4 SofangoT VCQfwtluon m* 

*»?iriri0 dongarv nurnii 丨Inrhfirutj onlorabanqca d� 
yang mcngg ui m Ku n lukulUr ^ubuynL nninfi rB5mk lapn lortJJirva tor 

S^hnbiingnn itu. Cfidanonn nramn ynng dkpnmnHi|kik nSr^h 
Kerajoan Neqori adotiih LapanqEin Torbnnq Anloratjanniia Sepang <,SofJ»«rpsi 
/ntomationat Airport). 

Ofeh yang ddmikrant V.B. Tuan Ng Sze Han unluk mp.rk&ada!\^Karv 
perkara ini di Me$yuar9t Majlis PenganQkulan NerjafA 

Tindnkan: Y B Peng^rufii Jawaiankuasa Tetap 
Kemjnnn Tfimpaian. Pengangkulan Aw am dan 
Hemhangunan Kampung BaTU 

Hegawai Daersih Sepang 

Yang Dipertuo 
Majlis Pefgafiidaran Sepang (MPSp> 

Setlaaiicilia 
Majlis Mosyaarat Kerajaan 

Selangor 

•社交媒体流传一份雪州政府于去年10月18日召开行政会议时 

的部分会议记录，即建议和同意吉隆坡国际机场易名为雪邦国 

际机场。 

黃思漢：必要性勝SlU澇證璗1 

-轮的交 

提出雪 

：机场易 

：有被带 

丨们提出 

I该建议 

f是坐落 

在雪邦，并不是在吉隆 

坡，但因为机场的名称， 

也引起外国人士的误解和 

混舌L� 
“其实其他著名的国际 

机场，也是以地方命名， 

例如曰本东京的羽田和成 

田机场、韩国汉城的仁川 

机场、曼谷的素万那普机 

场、广东的白云机场、上 

海的浦东机场、阿姆斯特 

丹的史基浦机场等。” 

•吉隆坡国际机场已启用超过20年，现传出要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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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林：雖表現滿意 

“議員辯論尚可提升” 
(沙亚南18曰 

讯）雪州议长黄 

瑞林说，他对本 

届议员们的辩论 

表现尚为满意， 

但仍然还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并 

且希望朝野议员 

在州议会参与辩 

论演词时，能以 

州议题为前提， 

才到本身的选区 

课题。 

他今日为提升 

雪州议员助理与 

幕僚研究水平的 

工作坊主'持开幕 

后^在记者会上 

询及朝野新议员 

在州议会的表现 

时，这么表示。 

黄瑞林说，比 

起反对党议员， 

希盟议员更主动 

和积极参与州议 

会环节，唯议员 

演词的内容尚有 

待加强。 

有鉴于此，他 

指出，议长办公 

室联合达鲁益山 

机构，为议员助 

理和幕僚办了这 

场工作坊，盼能 

加强助理们在法 

案和选区民生课 

题方面等的资料 

收集与研究，提 

升各自议员的辩 

论素质。 

"议长办公室 

虽有4名研究员， 

但要应付全部56 

名州议员是远远 

不足的，所以其 

办公室为所有议 

员的助理办了这 

项工作访，获得 

逾40人包括5名反 

对党议员派助理 
出席。” 

|
_ ̂四州合 
雪左起议照 
州 员 

新科議員需時熟悉議會 
•^瑞林强调，新科议员要熟悉州议 

M会操作，少需3年、多则一届5 

年，毕竟议会内有许多议会常规和一读 

二读及委员会法案，这些都需花时间去 

适应和了解。 

他指出，议员助理工作坊是他上任议 

长后首次举办，在这之前，他曾办过 

以议员为对象，传授议会规则与程序 

(tatacara )和州法规(enakmen )等 

细则的工作坊。 

“基于州议员忙于选区的大小民生事 

务，有赖于助理和幕僚准备完善的议 

会辩论及提问资料，而州议员有建设 

性的辩论，能帮助政府规划出更有益于 

议、和助 
会里黄理 
秘祖瑞在 
书安林工 
嘉丨与作 
#前一於 

蒂左众前 

人民的政策，可见幕僚们的角色非常重 

要。”此外，雪州政府智库达鲁益山机 

构副主席兼首席执行员拿督莫哈末里祖 

安透露，这是该机构继为吉打州议员助 

理，举办了工作坊后的第二场活动，接 

下来将受邀到霹雳、森美兰和马六甲的 

州议会。 

"机构去年12月也为国会议员办过 

了两场国会改革的研讨会，期许国会 

和州议会都能成为我国立法精神下的典 
范。” 

莫哈末里祖安强调，幕僚对议员很重 

要，从而确保资讯准确，帮助提升研究 

成果，幕僚需备妥各项研究报告给议 

员，以便议员能在议会厅提呈有素质和 

具成效的辩论演词。（TSI) 

瑞林说，雪州政府在2008年执 

續履行革新腳步 

胃政后，修改《 1965年雪州议会 

常规法令》，在原有的公账会、特 

权委员会(Jawatankuasa Hak dan 

Kebebasan )和议会常规委员会，新增 

7项特别遴选委员会。 

他披露，这7项特别遴选委员 

会，即负责雪州能力、公信力及透 

明度（SELCAT)、县署及土地局 

( P A D A T  ) 、 士 也 方 政 府 ( P B T  ) 、  

州政府机构、法定机构及子公司 

(ABAS )、除贫、议会管理和水源管 
理° 

"随著雪州与联邦政府在水供重组协 

议方面达致共识，因此取消了水源管理 

特别遴选委员会，•目前一共有9个委员 

会。 

黄瑞林矢言，会继续履行雪州议会自 

2008年以来的革新脚步，让雪州议会 

迈向稳固与坚定不移，关注滥权和施政 

错误等问题，加强议会规格，确保人民 

利益受维护。（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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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其中路烂和 

路灯失灵的问题 

是居民最常投诉 

的课题。 

他说，从布特 

拉布迪曼路至无 

拉港再也花园的 

路段，•只有20% 

的路灯偶有操 

作，每到晚间范 

围内都是一片黑 

暗，对出入的居 

民非常不便及危 

险。虽然市议员 

确有查看路洞及 

路灯问题“但是 

维修却拖了很 

久，一直没有下 

文。 

此外，阿里 

说，达鲁依山公 

司集团（KDEB ) 

委任的承包商， 

也没有依时清理 

垃圾，承包商每 

天只会依时出现 

在商业区清理垃 

圾，相反住宅区 

没有得到相同对 

待。 

另一名居民甘 

斯也要求市议会 

能够协助，让捷 

运站的接驳巴士 

来到无拉港再 

也，当地居民 

多，单靠RAPID 

K L巴士每小时 

一趟服务并不足 

够。 

针对居民的投 

诉，加影市议员 

神建华说，当地 

路灯问题是电缆 

遭窃所致，去年 

通知市议会，当 

局已经委任承包 

商处理，并不是 

不闻不问。 

他解释，居民 

作出投诉，因一 

些资料不详细， 

需要时间处理。 

至于布特拉布迪 

曼路面受损一 

事，目前正等待 

万宜国会议员王 

建民的拨款，只 

要拨款到手就会 

修路。（TSI ) 

(力口影1 8曰 

讯)无拉港布特 

拉布迪曼花园及 

无拉港再也花园 

的主要大路，约 

有13个住宅区居. 

民在使用，但道 

路损坏及路灯失 

灵等问题超过半 

年，迄今尚未维 

修，对驾驶者安 

全受咸胁，因此 

当地居民投诉要 

求加影市议会尽 

速处理。 

根据其中一名 

居民莫哈末阿里 

说，他在去年10 

月已向无拉港州 

议员王诗棋反映 

上述问题，期间 

已多次•询问对方 

何时维修，却没 

有给予回应，令 

到当地居民非常 

失望。 

曾是加影前市 

议员的他表示， 

在201 3年不再 

出任市议员一职 

后，这几年里依 

然有很多居民向 

他投诉民生课 

安
装
新
路
灯
。 

多
时
，
当
局
没
有
重
新 

斯
说
，
路
灯
被
撞
毁
后 

•
阿
里(

右)

及
甘 

斥
修
議 

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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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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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土後6年僅建2示範屋 

公信委會查雪官聯公司 
(沙亚南is日讯）雪州议 

长兼雪州能力、公信力及透 

明度特别遴选委员会主席黄 

瑞林今日揭露，基于州政府 

官联公司负责的房地产发展 

项目，从2013年动土后迄今 

杳无声息，只建好区区两 

间示范屋，因此该委员会 

(SELCAT )要查明原因。 •2013年3月26曰时任雪州大臣卡立负责主持动土礼，该项目用掉大约 

3000万令吉，却只建好区区两间示范屋（档案照）。 

他指出，雪州大臣机构（M B I  )旗下官联 

公司雪州投资有限公司（Permodalan Negeri 

Selangor Berhad, PNSB )，在沙白安南亚逸马 

尼斯班章本德那园丘(Ayer Manis Panchang 

Bedena )的一项综合发展项目延误至今。 

5月7开公听会 

有鉴于此，他披露，该委员会将于5月7日 

(星期二）在雪州议会办公室，召开一项公 

共听证会，传召涉及单位的人士出席供证和解 

释，以查明缘由。 

黄瑞林今日主持雪州议长办公室与州政府智 

库达鲁益山机柄(IDE )联办，提升雪州议员 

助理与幕僚研究水平的工作坊开幕后，在记者 

会上，这么表示。 

黄瑞林说，由他自去年509大选后，担任本 

届议长和兼任的Selcat主席，是首次召开公听 
么• •Zx ， 

Selcat上一次召开听证会是在2016年2月23 

日，由时任雪州议长杨巧双主持，探讨雪州严 

重的骨痛热症问题。 

他说，今次召开公听会，将开放予媒体采访 

和州政府喉舌雪兰莪电视（Selangor TV )进行 

现场网路直播，以示透明度。 

他指出，根据报告，有关占地25英亩的综合 

发展项目已用掉3000万令吉，包括1600万令吉 

的填土和土壌检测（soil test)费用等。除了在 

"我的雪兰莪房屋计划”下兴建的可负担屋， 

该发展项目尚包括公寓和以市价发售的房屋及 

商店、以及建在联邦5号公路旁的一座休息站 

(R&R )和油站，好让开长途车的公路使用者 

能停车用餐。（TSI) 

丨上任雪州议长的黄 

瑞林说’首场Selcat 

公听会，将调查州政 

府官联公司负责的房 

地产项目.，遭延误多 

年缘由。 

執法機構可介入調查 
•瑞林透露，发展项目从2011年起规划，由时任雪州大 

$臣丹斯里卡立于2013年主持动土礼后，至今只建好两 

间示范屋，其他建设都无实际进展，雪州反对党领袖礼占 

和诚信党沙白区州议员阿末慕斯达因，曾多次在州议会上 

追问此事，后者并向州议会呈上投诉信。 

询及截至目前是否有人向反贪会和警方等执法机构作出 

投报，他说，由Selcat召开的公听会功能，在于传召涉及 

单位人士供证后，对有关事件作出结论，把报告提呈予州 

议会进行辩论，作为对州政府往后施政和采取补救措施的 

依据。 

他受询时也并证实，届时公听会不会传召卡立。不过， 

黄瑞林说："我们要从中找出一些有待修正的弱点，也会 

质询是否存在滥权嫌疑，但不会主动向执法机构投报，毕 

竟Selcat的职责是向州议会报告和交代。” 

黄瑞林不排除，执法机构若觉得有必要可介入调查，并 

希望针对该发展项目的公听会报告，能赶得及在下一次即 

今年7月的州议会提呈，否则需等到11月的州议会。 

根据州政府官网的新闻，时任大臣卡立于2013年3月26 

曰主持总耗资约8500万令吉的发展项目动土礼，将兴建每 

间售价为10万令吉的480间可•负担屋，由州政府子公司雪 

州投资公司全权发展，预计可在两年完成。 

雪州投资公司首席执行员拿督阿末奥玛当时披露，可负 

担型中价屋为两层楼规格，至于中低和廉价屋则是“城市 

屋"（townhouse )形式，同时建有3层楼店屋和商业中 

心。（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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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食肆的冰箱出 

现数只蟑螂，卫生情 

况令人堪忧。 

•尽管员工在切菜时把菜放在 

砧板上，不过在地面上进行切 

菜，依旧是非常不卫生。_ 

冰箱有蟑螂窩砧板置地切菜 

笨珍雲吞面叻沙停業14天 
(首邦市1 9日讯）梳邦再也市议会 

卫生组率队突击检查首邦市多家食肆时 

发现，“笨珍云吞面叻沙”餐饮店的冰 

箱内有蟑螂窝，且员工把砧板放在厨房 

地面上供切菜，因此，该餐饮店被勒令 

停业14天，以示惩戒。 

市议会卫生组是于周三率同市议会 

执法组、执照组等单位，动员超过30 
人，在SS15/4区突击19家食肆的卫生 

情况。 

在短短3小时内，该组指示其中2家 

经检查后获得D级评分，即卫生不达标 

的食肆，包括“笨珍云吞面叻沙”当 

场停业14天，而其余5家食肆经过评估 

后，获得A级整洁评分、10家获得B级 

评分、2家获得C级评分，逃过被停业 

的命运。 

参与突击检查活动的卫生组人员说， 

他们在获得D级评分，名为“笨珍云吞 

面叻沙”的华人食肆内发现，其冰箱内 

有蟑螂窝，且里头藏有不少蟑螂，但因 

那蟑螂"跑得快”，卫生组人员只来得 

及捕获其中3只。 

此外，他们也发现该店员工把砧板放 

在厨房地面上以便切菜，整体卫生情况 

极为糟糕。 

在这项突击行动中，当局除了开出3 

张献议罚单、19项清理警告，同时也 

查获其中6家食肆没有市议会批准的合 

格营业执照。该组接下来将继续突击检 

查该区另25家食肆，以确保当地食肆 

的卫生达标。 

此外，梳邦再也市议会卫生组主任罗 

斯兰说，有关行动是在2007年食肆执 

照附属法令及贸易、商业及工业执照费 

法令下展开，该组在行动中将会给予食 

肆整洁评分，而获得D级的食肆将被直 

接指示关闭至少3天，最多14天。 

"A级为90至100分、B级为80至89 
分、C级为66至79分，D级则是在65分 

以下。” 

他披露，他们将在3天后再度巡査食 

肆，若这些食肆的卫生情况依然不达 

标，将会因此无法开门营业，直到卫生 

情况达标为止。 

•“获得相当高的整洁评分的食肆若出 

现老鼠及蟑螂，同样会被指示直接关闭 

3天至14天。” 

他说，今年迄今为止，该组已在其管 

辖区内检查589家食肆，其中184间食 

肆获得A级、257间食肆获得B级、136 
间食肆获得C级，而获得D级评分的12 
间食肆则被令关闭。同时，县卫生局亦 

有展开检查行动，并关闭了该区的6间 

食肆。 

他指出，除了接获民众对食肆卫生的 

投诉，该组每月也会开出获得A级整洁 

评分的食肆名单给市议员，以便他们前 

去勘查有关食肆的卫生情况。 

“此外，我们每天都会定期前往检査 

食肆，至于大型突击行动，我们尽力做 
到每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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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接一获雪政府通知 

陆兆福：KLIA没易名 

Fed 

BRon Lsfnch'Bvent 
(新山18日讯）交通部长陆兆福 

证实，吉隆坡国际机场（KLIA)并没有 

易名，而他也没有接获雪兰莪州政府 

的通知，要求易名。 

他周四出席FedEx(联邦快递）在 

柔州士乃开设的新服务站推介礼后 

在记者会上，受询及吉隆坡国际机场 

会否易名时，i荀短回应。 

据一份在社交媒体流传的会议 

记录，雪州政府行政议会早于去年1〇 

月便接纳将吉隆坡国际机场易名为 

“雪邦国际机场“(Sepang Interna

tional Airport)的建议，以彰显机场的 

所在地。 

不过，尽管雪州政府同意改名为 

“雪邦国际机场”的建议，但仍须将建 

议交由国家交通理事会会议讨论。 

全球最大船运中心 

研究报告年内出炉 
陆兆福说，在新山兴建的“全球 

最大船运中心”的研究报告预料在半 

年至一年内出炉，研究是否可把港口 

扩大为中心。 

陆兆福说，较早前在布城，由香 

港和记港口集团及嘉必达私人有限 

公司签署的意向合作协议，是让有关 

公司在丹绒柏乐巴斯港口展开 

研究，是否可把港口扩大成船运 

中心O 

他说，目前谈该计划可以制 

造多少工作机会和为国家带来 

多大的收入还言之过早，因目前 

还处于研究阶段。 

他周四出席FedEx(联邦快 

递）在柔州士乃开设的新服务站 

推介礼后在记者会上说，若该港 

口曰后发展成船运中七、，将为我 

国运输业和国家经济带来庞大 

效益。 

另外，针对新加坡要求我国针对 

该船运中心计划提供资讯时，陆兆福 

说，这必须交由外交部处理。 

较早前，柔王储东姑依斯迈在个 

人脸书谈及有关计划，指柔州政府被 

蒙在鼓里，且中央此做法像要挑战柔 

州脱离联邦。之后，首相敦马哈迪回 

应，指柔州人民皆知道该计划，对于 

柔王储不知情，感到惊讶。 

让私人界参与建机场 
陆兆福说，政府接下来将更开放 

的让私人界参与机场建设的计划和 

工程，以减少政府在机场的开销和对 

‘YB Tuar-^ve k 

陆兆福（中）与马克索尼（左）和张翔中一 

同为联邦快递在柔佛设立的新站点主持 

推介礼。 

政府的依赖。 

他说，过去在机场的事务上，包 

括扩建或提升设施等，都依赖政府每 

年的拨款，且要等待政府批准拨款也 

相当耗时，让机场的发展无法跟上全 

球化旳脚步。 

他指出，政府将于今年6月3•日， 

与大马机场控股有限公司重新签署 

营运协议，修改过的协议内容，可让 

私人界涉足我国的机场发展计划。 

他说，新协议把我国机场分为4 

个营运模式，包括马来西亚吉隆坡国 

际机场、39个各州的机场、沙巴和砂 

拉越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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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议会将向中央建议 
把KU磁名“雪邦机场” 
m 

报道：潘丽婷 

(八打灵再也18日讯）雪兰莪 

州政府行政议会将向中央政府 

建议把吉隆坡国际机场 

(KL1A)，按地理位置改名为 

“雪邦国际机场”。 

按地理位置改名 

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 

受《南洋商报》询问时证实确 

有其事。 

他通过文字信息回应的确 

曾在州行政议会提及此事，不 

过，他不回应其他的提问。 

另一方面，雪州行政议员 

黄思汉在接受木报的询问时， 

谨以短讯回应道，该课题只在 

会议上讨论过。 

询及是否已把建议呈给中 

央政府，黄思汉说，会在未来 

的交通理事会提出雪州议会及 

行政议会的通过的建议。 

他说，建议把吉隆坡国际 

机场按地理位置易名为雪邦国 

际机场一事，在前一两次的州 

立法议会曾有辩论及通过。 

在咋R，推特上有人曝光 

一项会议内容，有关内容志 

明，雪州行政议会是在去年10 

月3日提出“更正”吉隆坡国 

际机场的名字，并在同月18 

日的州行政会议通过及接纳。 

据有关内容6.9项，雪州 

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提及吉隆 

坡国际机场位于雪邦县，应该 

参考国外的国际机场，以地理 

位置作为机场的官方名称。 

有关内容说，州行政议会 

也通过新名字建议，即“雪邦 

国际机场”；而负责掌管雪州 

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和新村发 

展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将向 

国家交通理事会提出这项建 
议° 

黄思汉指出，会议之所以 

有讨论此事，是因为吉隆坡国 

际机场坐落在雪州的雪邦，其 

实其他著名的国际机场，也是 

以地方命名，例如日本东京的 

羽田和成田机场、韩国汉城的 

仁川机场、曼谷的素万那普机 

场、广东的A云机场、上海的 

浦东机场、阿姆斯特丹的史基 

浦机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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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陈秋成 

(仁嘉隆18日讯）如果 

有得投选仁嘉隆地区 
“垃圾虫之最”，你猜猜 

会是哪一区“夺冠” ？ 

新闻特区 

斯里嘉隆花园 
每月清一吨蚊症黑区 

答案是：斯里嘉隆 

花园 

该 
居民把草场当賺场 

区的部分居民把草场 

当垃圾场，乱丢垃 

圾，清洁工人及瓜冷县议会垃 

圾承办商冉频密清理，也无济 

于事。 

掌管广.嘉隆的瓜冷县议员 

洪友亮感叹居民随意乱丢垃 

圾，工人每个月要清理至少一 

吨垃圾，致使斯里嘉隆花园也 

是骨痛热症“黑区”，也对来 

草场休闲运动的晨运者，造成 

极大的困扰。 

他说，多年来，在处理仁 

嘉隆垃圾问题，斯里嘉隆花园 

的垃圾令他“头疼”，这边才 

清理干净，那边义乱丟垃圾， 

罗里永远载不完。 

工人把床褥杠上罗里 

居民车泊草场 

罗里停跑道造成路陷 
洪友亮担任瓜冷县议员8 

年，他说，仁嘉隆大街及其他 

花园，尤其是去年，当行政议 

员欧阳捍华领养直落拿督区 

时，代表雪州政府免费派发垃 

圾桶给村民后，仁嘉隆垃圾情 

况明显改善，街道干净整洁o 

“斯里嘉隆花园的垃圾问 

题很糟糕，除了垃圾乱丢，居 

民霸占县议会草场，把靠近住 

家的草场铺上洋灰，作为私人 

停车位，甚至把罗里停放在草 

场跑道，造成路道沉陷。” 

他定期巡视仁嘉隆各区， 

一旦发现垃圾或民生问题，主 

动先向县议会反应，等到村民 

向他投诉时，他巳掌握了该问 

题的详情。 

花园住宅区的垃圾、木板等堆积在草场旁边。 

洪友亮：免伊蚊滋生 

吁村民维护环境清洁 
洪友亮说，瓜冷县议会、仁村村委会及县议 

员，大力推动“垃圾不落地，仁村更美丽”，呼 

吁村民维护居住环境清洁，不乱丢垃圾，避免黑 

斑蚊滋生 

他认为，要解决斯里嘉隆花同住宅区垃圾问 

题，村民必须合作，提高卫生醒觉意识。 

他说，根据县议会条例，如果居民驾车或罗 

里，把垃圾载去路边乱丢，一旦被逮着，除了罚 

款，有关车辆将被扣留一个月；他促请居民互相 

监督，拍下相片，传给瓜冷县议员，一旦获得证 

实，瓜冷县议会将给予奖赏。 

他说，瓜拉冷岳县议会垃圾承办服务，每周 

二次到花园住宅区收集垃圾，居民应该配合垃圾 

车服务时间，把垃圾让垃圾罗里载走。 县议会垃圾承办工人，清理垃圾 

投报乱丢垃圾有管道 

道 

要投报乱丢垃圾，有管 

居民如有垃圾投诉，或大 

型垃圾要丢弃，可以联络瓜冷 

KDEB垃圾承办商：019-375 

9592 或 019 -375 3980， 

Whalapps 019-274 2824 

此外，也可下载雪州政府 

iClean Selangor apps，通过手机 

上网投诉。 

或者联络洪友亮县议员 

016-683 36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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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山：易名乡村社区管委会 

扩大村委职务带动发展 

双溪嘉隆新村社区管理委员会理事与州、县议员合影，前排左三起张亚梅、洪友亮、陈伟庆、颜 

毅靖、杨万裕、刘永山、洪平进、高兴吉、洪丽蓉、林华福及郑永德。 

(仁嘉隆18日讯）行动党万津 

州议员刘永山指出，乡村发展 

与治安委员会易名为乡村社区 

管理委员会，将扩大其扮演角 

色，包括协助推动地方治安发 

展，联系村民及社团，推动更 

多活动‘：' 

他说，村委会必须又注村 

内治安、毒品、环境等问题， 

通过各种活动，唤醒村民醒觉 

意识，而且也需与各方配合协 

调，包括国会议员、县议员、 

村委会、村民等。 

“瓜冷县面对主要问题包 

括5号联邦公路问题、没有路 

灯、网络速度慢、烧芭、环境 

污染问题、土地沉陷等，这些 

都是影响瓜冷县发展，如联邦 

及州政府没拨款下来，也导致 

发展受阻，W此，必须通过各 

管道争取拨款协助推动地方上 

发展。” 

刘永山出席双溪嘉隆新村 

社区管理委员会（村委会）， 

在仁嘉隆华小颜伯壎礼堂，举 

办“众志成城~吾爱仁村”筹 

募活动基金联欢晚宴上致词 

时，这么指出。他也宣布拨款 

1万令吉，黄思汉行政议员拨 

款3000令吉、瓜冷国会议员 

拨款2000令吉给仁村村委会 

活动基金。 

筹款改善安全设施 

村K：洪平进指出，村委会 

筹款主要作为改善村内安全设 

施，加强治安管理，美化社 

区，包括维修及安装监控摄像 

器资金等，同时，也配合国州 

县议员、县议员，改善把仁村 

基木设施。 

“我呼吁村民不要乱丢垃 

圾，与村委会一起提倡‘垃圾 

不落地，仁村更美丽’行动。”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的代 

表郑永德县议员致同时也呼吁 

居民配合保护环境清洁，倘若 

居民用本身交通工具载送垃圾 

丟弃路边，一旦被县议会官员 

当场逮获，除罚款，交通工具 

也将被扣留一个月。 

出席者包括瓜冷新村协调 

官林立选、黄思汉行政议员代 

表郑永德、瓜冷国会议员代表 

杨万裕、县议员洪友亮、洪丽 

蓉、颜毅靖、筹委会主席高兴 

吉、雪邦村委会、安邦村委会 

代表等。 

双溪嘉隆(2018至2021) 

乡村社区管理理事会 
顾问 陈汶铀 主席 洪平进 

秘书 林亚顺 (副) 陈嘉乐 

财政 李诗君 (虽1J) 洪金龙 

林誉块、 蓝成柴、 冻联益、 

委员 黄明安、 陈承耀、卨兴吉、 

张亚梅 

各区主任 

第一区 黄伟鸿 第二区 黄光辉 

第三区 邱新达 第四区 颜永塥 

第五区林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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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州务大臣阿米鲁丁与雪州代表团和参展企业代表合照 

(日本•东京18日讯）雪州发动“东京攻略”，全 

力把清真食品带到日出之国！ 

雪兰莪州务大臣阿米鲁丁在雪州行政议员拿督 

邓章钦的陪同下，出席了在东京Big Sight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的“东京优质食品展览会”，并见证了 

3个马来西亚企业和日本企业的清真产品合作备忘 

录签署仪式。 

发动“东京攻略” 

雪清真食品进军曰本 
t这为期二天的展览会 

中，多个清真产品相 

关企业和单位参与展览，其中 

包括马来两亚回教事务发展部 

(JAKIM)和 Bangi Golf Resort 食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右三）为展览摊位的"第一清真认证中 

央厨房"宣传牌匾签名。左二起邓章钦、Curetex公司主席 

Masaki Fujishiro�Bangi Golf Resort 食品服务公司执行董事 

苏俊机、JAKIM清真中心部主任拿督西拉祖丁。 
A ̂ r« M “ . 

品服务公司等。 

为了迎合2020年东京奥运 

会的回教徒游客，名为Halal 

Kitchen Raku的中央厨房，是第 

一家获得马来两亚回教事务发 

展部颁布清真认证的清真中央 

厨房.。 

它也是马来两亚Bangi Golf 

Resort食品服务公p:]和日本公司 

Curelex Corporation 在日本建立 

的合资企业。 

各企业互相交流配对 

掌管投资、工商及中小型 

企业事务的雪州行政议员拿督 

邓章钦表示，在雪州投资促进 

机构的协调下，多家马来西亚 

食品公司参与了这次的清真食 

品展览会，和其他参展企业互 

相交流并进行贸易配对。 

这将协助他们拓展国际业 

务，并让更多国际企业了解， 

马来两亚和雪州是投资和拓广 

国际清真市场的首选之地， 

“清真食品丁业是雪州五大 

领域的发展目标之一，即餐饮 

业领域的其中重要一项。因 

此，通过展览会的平台，我们 

将继续把这些有潜质的马来两 

亚清真食品公司带到国际，让 

他们有更多机会开拓国际市 
场。” 

曰本首都东京将于明年主办夏季奥运会，世界各地回教徒将涌往观赛。（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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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滤水站供电系统 

雪隆577区制水86小时 
(八打灵再也18日讯）雪州水 

供管理公S] (Air Selangor)将 

于本月24日（星期三）提升 

雪兰莪河第二期滤水站的供电 

系统，巴生、莎阿南、八打 

灵、鹅唛、吉隆坡、瓜冷和瓜 

雪县的577个地区的414万 

3465名用户受影响，面对制 

水24小时至86小时。 

受影响地区的水供用户 

受促在制水前，储备足够净 

水备用。 

国家水务委员会主席 

(SPAN)查尔斯今日发表文 

告指出，提升滤水站的供电 

系统的工程是于当天早上9 

时进行，估计需要14小时至 

晚上11时才竣工。 

“在提升丁程进行时，滤 

水站将会暂停运作，预计当 

天共有62万零835个水供用 

户受影响。” 

他说，受影响的地区， 

水供会在86小时内分阶段恢 

复正常。 

“我们估计有50%的水供 

用户可在24小时内恢复水 

供。” 

国家水务服务委员会将 

在明旱召开新闻发布会，进 

步交代提升工程和制水洋 

情 

欲知更多有关制水的洋 

情和进展，可浏览雪州水供 

公司网页（ www., sy abas, com. 

my) � “ Air Selangor"面子 

书、推特(@air_selangor)， 

或透过Air Selangor手机应用 

程式查询0 

Page 1 of 2

19 Apr 2019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al • Audience : 27,667 • Page: A20
Printed Size: 228.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1,727.00 • Item ID: MY0035761894

Provided for client's internal research purposes only. May not be further copied, distributed, sold or publish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copyright owner.



•=!=' 州目旨力、公fe力与 

透明度委员会 

(Selcat)将于5刀7日（星 

期二）举办公共听证会，以 

便尽快找出个中缘由。 

雪州议长黄瑞林说，这 

项在雪州前大臣丹斯里卡立 

任期期间，雪州投资有限公 

司（PNSB)旗下进行的开 

发项目由2011年开始筹 

办，2013年进行动土仪式。 

这项耗资3000万令 

吉，占25英亩的土地的开 

发计划延误至今，只建起了 

两间示屋。 

不只如此，其中1600 

万令吉用于填土和土壤检 

测。 

这项综合性房地产开发 

项目除了有“我的雪兰莪房 

屋计划 ” （Rumali 

Selangorku )下兴建的廉价房 

屋，也包括公寓、排屋、商 

业区和建在联邦5号公路旁 

的一座休息站。 

这项原本应在约3年内 

竣工的计划，至今巳延误了 

6年0 

黄瑞林：将办公共听证 

会，尽快找出开发项目一 

再延误个中缘由。 

礼端（左三起） 

践知识予参与者 

黄瑞林：州议员研究员和助理的责任重大。此活动目的是传授学术和实 

训练参与者成为办事能力高的研究员、以及成立州议员研究员协会。 

开听证会强化行政监督 
黄瑞林透露，雪州反对 

党领袖利占和沙白州议员慕 

斯达W也在州议会时对此多 

次提出疑问，后者曾向州议 

会呈上投诉信。 

雪州政府特意举办此公 

共听证会，召涉及单位的人 

士出席供证和解释。能力、 

公信力与透明度委员会 

(Selcat)在听证会时会找出 

有待修正的弱点，如有滥权 

的嫌疑，执法机构可以采取 

行动。 

当被询及是否会向执法 

单位和反贪会投报时，黃瑞 

林指出，该委员会会针对有 

关事件作出结论，并把报告 

提呈予州议会辩论，但不会 

主动向执法单位投报，W为 

该委员会职责是向州议会报 

告和交待。 

40研究员助理参与培训 

今日雪州议长办公室与 

达鲁益山研究所合作主办州 

议员幕僚培训营，有约40名 

研究员和助理参与，其中5 

位是反对党议员的助理。 

达鲁益山研究所 

(Institute Daml Ehsan) S!j 主 

席礼端表示，州议员研究员 

和助理的责任重大。此活动 

目的足传授学术和实践知识 

予参与者，训练参与者成为 

办事能力高的研究员、以及 

成立州议员研究员协会。 

他表不，原本备受尊敬 

且神圣的议会，现今议会却 

常出现肤浅、情绪化、粗俗 

和辱骂性的言辞。就算足辩 

论形式，大家也应保持最基 

本的互相尊重。因此，希望 

透过此培训营，可以全面提 

高议会水平， 

新闻特区 

阿亦玛尼斯花园 
延宕6年只建2示范屋 

追查综合房产项目 
(莎阿南18日讯）延误了 6年，只建了 2间示范屋，现在雪州政府要查原因！ 

沙白安南县阿亦玛尼斯花园（Taman Air Manis)综合性房地产开发项目 

一再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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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已改道的公路使用者，照驶入不误c 

^居民•梁仲明 

绕远路不方便 

基江1路从双向道改为单向道后，进出 

山力花园和蒸赖9里新村非常不便。 

改道前，民众可从蕉赖9里新村经过基 

江7路进人基江1路，改道后，必须从大 

路兜圈而行，而且面对严重的交通堵塞。 

居民•侯素枝 

盼重研究单向道 
希望市议会重新研究，以更换新的单 

向道路线，即把进口改为川口。 

新交通路线的实行应该是方便人民， 

岂料改道后交通更加混乱，进出不便，居 

民怨声载道。 

希望市议员和州议员扮好监督的角 

色，非白领薪。 

居民•萧玉霜 

缺单向道路标 
山力花同路与基江7路交通灯十字路 

口处的禁止驶入告示牌太小和不明显，希 

望能调整。 

而该路口太小，车辆乂泊在马路两 

旁，为此，应竖立重型车辆不能左转进人 

基江路的告示牌。 

来自加影方向的车辆，是从巴刹后面的小路进人基江路，希 

望在小路路口加置告示牌， 

不但如此，单向道路标也不足够，主要出人口都没有画上单 

向道路标。 

建议在主要路口和转角处竖立禁止泊车和拖车的告示牌，避 

免民众胡乱泊车和实施拖车计划，尤其是捷运客，常把轿车泊在 

路旁或转角处。 

新闻特区 

蕉赖山力花园商区 
居民：改单向道交通乱 

建议换路线改进出口 
报道：林海霞 

(加影18日讯）蕉赖山力花园商业区自改为单向道后，交通乱糟糟，居民反建议 

更换新的单向道路线，即把进口改为出口。 

改道后，基江1路从双向道改为单向道，只允许车辆从京那巴鲁路进入，禁 

止车辆从山力花园路进入基江7路。 

居 
民今日向《南洋商 

报》记者说，山力花 

同路和基江7路交界的交通 

灯，交通繁忙，过去20年， 

居民都是从该路口进人商业 

区。 

居民说，改道后，车辆无 

法从山力花同路进人基江1 

路，对民众造成很大的不便， 

前往基江1路，必须兜圈而 

行。 

“目前，欲前往基江1路 

的民众必须进入基江路，经过 

基江路和京那巴鲁路的交通灯 

后，才能右驶往基江1路，而 

交通灯的青灯时限短，只有9 

秒钟，民众被迫堵在交通灯 
处。” 

居民指出，基江1路改为 

单向道后，毗邻的蕉赖9里新 

村村民必须从大路绕圈进人， 

非常不便〗 

居民说，加影市议会上星 

居民指山力花园路和基江7路交界的交通灯处，禁止驶入的告示牌不明显，搞乱公路使用者 

期“静俏俏”落实改道计划， 

改道前也没分派通告或通过媒 

体发布。 

居民说，加影市议会落实 

单向道计划前，也没征询民 

意，为改善交通系统，希望市 

议会重新研究单向道路线，建 

议把进口改为出口。 

居民说，当务之急是在主 

要进出口增加告示牌和加强单 

居民•谢亚玉 

向道的路标，避免发生交通意 

外和争执事件。 

居民说，改道初期，市议 

会应派执法人员到场指挥，及 

建议州议员雇用志愿警卫人员 

维持交通。 

改为单向道后，从蕉赖9里新村已无法进入基江1路 

青灯时限太短 
基江路和京那巴鲁路交通灯的青灯时 

限应增加，目前只有9秒，只能过三四辆 

车，反之京那巴鲁路青灯时限是95秒。 

9秒的青灯时限太短，以致车辆塞在 

巴刹前，改为单向道后，来自山力花园路 

的车辆欲往基江1路，必须经过基江路。 

，k 

-S - ij 

i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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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快拍 

摩立州议员澄清没破产 
社交媒体流传报章通告指诚信党摩立州议员哈斯努被法庭宣 

判破产。对此，哈斯努证实通告上的名字是他，惟否认破产的消 

息。 

根据阳光日报，哈斯努表示，有关通告出现错误，有关事件 

仍在调解中，而且通告上提到的产业其实已被拍卖。 

他也说，有关产业是他于1999年购入，惟该产业并没有为他 

带来收入。无论如何，他承认目前仍欠有银行债务。 

「银行及律师相信是混淆才会发出破产通告。伊斯兰银行 

(债主）已表明他们将会取消有关通告。银行将会修订该通告为 

追债通告。」 

他强调，银行发出的通告足以影响其州议员的资格，惟如果 

登入报穷局检查，则会发现他的名字没有被列入破产名单内。 

莎阿南 

哈斯努®诚信党摩立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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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IA要易名？交通部没接获报告 
新山18日讯|又通部长陆兆 

福披露，交通部至今仍未接获雪 

州政府提呈有关吉隆坡国际机场 

(KLIA )易名的报告。 

他受询时指出，由于仍未收 

到任何雪州政府提及有关吉隆坡 

国际机场易名的事项，他暂不对 

此做出任何回应。 

他说，有关吉隆坡国际 

机场将改名为「雪邦国际机场 

(SIA ) j，交通部并没有接获正 

式的申请，目前仍是遥传。 

另一方面，陆兆福指出，政 

府将会于今年6月30日前，完成各 

机场的维护、维修和检修（MR0 ) 

中心的签约仪式，确保各机场良 

好运作。 

他透露，上述签约仪式是 

由政府与大马机场控股有限公司 

(MAHB )签署新的营运协议。 

他说，政府也鼓励私人界投 

资，共同提升和发展我国机场， 

目前有不少投资者对此发展计划 

表现出兴趣，这也包括外国公 

司o 

陆兆福谈及，新的营运协议 

共分为4个项目，即吉隆坡国际机 

场、马来西亚半岛特定机场、沙 

巴机场和砂拉越机场，投资者可 

选择其中一个项目。 

他披露，根据现有的营运协 

议，大马机场控股公司主要负责 

营运国内39个机场，而机场的提 

升主要依靠政府拨款，而旧模式 

已无法应付需求。 

他说，新的营运协议还在研 

究当中，政府希望上述的方案可 

促进我国机场的基础建设蓬勃发 

展。 

「柔佛州的士乃国际机场并 

不在协议当中，因为该机场拥有 

自己的营运模式。」 

Fbc*马克索尼j(左2起）与It—兆福了解柔州 

联邦快递运送货物的模式^^ -刘维杰-

Page 1 of 2

19 Apr 2019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85,616 • Page: A17
Printed Size: 471.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5,507.00 • Item ID: MY0035761486

Provided for client's internal research purposes only. May not be further copied, distributed, sold or publish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copyright owner.



雪行政议会商讨KLIA或蜀名 
吉隆坡18日讯位于雪邦（Sepang)的吉隆坡国际机场（KLIA)或将易名！雪州行政议员 

黄思汉证实，有关建议已经进人行政会议讨论阶段。 

日前，网上流传一份雪州行 

政议会关于吉隆坡国际机场即将 

「改名」的会议记录，其中内容指 

掌管雪州工商与交通事务的雪州 

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参照机场实 

际位置是在雪兰莪的雪邦县上，故 

提出有必要重新定义机场名称的建 

议。同时举例，位于其它国家的国 

际机场，皆是以当地的地名命名。 

内容中亦提及，参与会议的 

行政议员也赞成该项议程，并通过 

由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和 

新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 

把该项建议带到国家交通理事会上 

商讨。 

黄思汉今曰接受《东方曰 

报》电访时证实此事，惟却强调， 

有关建议仍在商议中。 

他说，这并非秘密，因在去 

年的雪州议会上，就有议员提出 

来*并且是在经过辩论和商议后‘ 

才采取更深一层的讨论。 

他认为外界对于该项建议， 

无须惊讶，因其它国家的著名的机 

场皆是以地名为机场命名，只有正 

视地域名字，才不会造成混淆。 

他续说，以我国的梳邦再也 

机场为例，也同样是以地名命名。 

未作出任何决定 

他重申，有关课题的确在州 

议会及行政议会上讨论过，不过截 

至目前为止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另外，直区部长卡立沙末被 

问及有关课题时表示，本身未有听 

闻相关消息。然而却认为，当有议 

员提出某项建议时，并不全然是来 

自个人意愿*反而是听从民意后‘ 

所作出的决定。 

他认为，每个地区的人民对 

于本身居住的地方名字会特别有要 

求，故也会促使政府在作出关于地 

名变更的事宜时，需考量当地人的 

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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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庇-

沙提高穆斯林结婚年龄 
沙州法律及原住民事务部长拿督 

艾迪莫达指出，州政府已同意提呈修 

订法案，以期男女穆斯林最低的法定 

结婚年龄提局至18岁。 

他披露，下一季州议会，州政府 

将提呈修订回教家庭法案、原住民法 

庭法案及其他相关法案。 

国内童婚课题已掀起民众热烈讨 

论，更成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的课题。 

沙州内阁已在去年10月同意本州穆 

斯林最低结婚年龄从16岁提高至18岁。 

这是随登嘉楼州有一名11岁泰国 

籍女子下嫁给41岁的大马籍男子，已引 

起民众关注此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影响。 

雪兰莪州政府于去年9月首创先河， 

把女穆斯林的结婚年龄提高至18岁。 

尽管如此，登嘉楼州仍决意维持 

现状，即男性婚龄18岁及女性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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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辜0务1_ 

卫生部官员向西蒂玛丽亚（右2)讲解孑孓的特性。 

抗蛟培訓雪州政府機搆反應冷 
莎阿南18日讯|雪州行政 

议员西蒂玛丽亚敦促各政府单 

位，严格执行照顾环境卫生责 

任，避免遭执法单位开罚单， 

甚至还会被公开点名列入「蚊 

症黑名单」！ 

西蒂玛丽亚是于昨午出席 

「政府机构抗蚊培训」活动后， 

通过媒体向州内各政府单位喊 

话。主办单位原本邀请200个政府 

机构参加有关活动，唯只有70多 

个单位响应参加。 

她透露，州政府机构建筑和 

范围内，是雪州蚊症案例第三高 

的严重黑区。为了防范和遏制蚊 

症病例恶化，特别为政府机构提 

供防蚊培训计划。 

「卫生部官员教导政府机构 

官员防蚊知识，受训官员一旦回 

到相关部门，将负责有关部门的 

防蚊支柱，包括成立特别小组照 

顾环境卫生。」 

西蒂玛丽亚为「政府机构抗 

蚊培训」反应冷淡感担优。她指 

出，雪州今年初的蚊症病例至今 

累计2万2343宗，比去年同时期增 

长168%，死亡病例达18宗，占全 

国死亡病例的58.67%� 
雪州蚊癥黑區 

她指出，政府机构单位和建 

筑范围内是雪州蚊症和孑孓繁衍 

第三高的黑区。 

「第一严重的宗教场所、第 

二是建筑工地、第四是工业区、 

第五是卫生与健康场所，第六是 

学校。」 

西蒂玛丽亚也表示，为了 

遏止蚊症病例恶化下去，卫生局 

和地方政府将对上述地点严密监 

督。同时，村长和市议员会跟清 

真寺和祈祷所的委员会配合，积 

极向穆斯林宣传防蚊意识。 

「宗教场所发生的骨痛热 

症病例是最严重的地区，是 

因为清真寺和祈祷所的用水量 

多，再加上有蓄水的地方，所 

以发生蚊症的病例相比其他地 

点来得高。」 

她表示，州政府对于宗教场 

所所采取的应对方式是「软性教 

育」方式。唯政府机构如国能公 

司和水供公司，由于名下空置土 

地多，所以必须设立特别小组来 

监督辖下的土地。 

她补充，州政府认同把空置 

土地留给民众进行耕种活动，但 

由于民众缺乏防蚊意识，往往会 

把耕具遗留在空地，引发积水问 

题而成为黑斑蚊繁殖的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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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行政議會商討KLIA或易名 
吉隆坡18日讯位于雪邦 

(Sepang)的吉隆坡国际机场 

(KLIA)或将易名！雪州行政议 

员黄思汉证实，有关建议已经进 

入行政会议讨论阶段。 

日前，网上流传一份雪州行政 

议会关于吉隆坡国际机场即将「改 

名」的会议记录，其中内容指掌管 

雪州工商与交通事务的雪州行政议 

员拿督邓章钦，参照机场实际位置 

是在雪兰莪的雪邦县上，故提出有 

必要重新定义机场名称的建议。 

同时举例，位于其它国家的国际机 

场，皆是以当地的地名命名。 

内容中亦提及，参与会议的 

行政议员也赞成该项议程，并通过 

由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和 

新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 

把该项建议带到国家交通理事会 

上商讨。黄思汉今日接受《东方曰 

报》电访时证实此事，惟却强调， 

有关建议仍在商议中。 

他说，这并非秘密，因在 

去年的雪州议会上，就有议员提 

出来，并且是在经过辩论和商议 

后，才采取更深一层的讨论。 

他认为外界对于该项建议， 

无须惊讶，因其它国家的著名的 

机场皆是以地名为机场命名，只有 

正视地域名字，才不会造成混淆。 

他续说，以我国的梳邦再也机场为 

例，也同样是以地名命名。 

未作出任何決定 

他重申，有关课题的确在州议 

会及行政议会上讨论过，不过截至目 

前为止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另外，直 

区部长卡立沙末被问及有关课题时表 

示，本身未有听闻相关消息。然而却 

认为，当有议员提出某项建议时，并 

不全然是来自个人意愿，反而是听从 

民意后，所作出的决定。他认为， 

每个地区的人民对于本身居住的 

地方名字会特别有要求，故也会 

促使政府在作出关于地名变更的 

事宜时，需考量当地人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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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瑞林：演詞内容待加強 

(沙亚南18日讯）雪 

州议长黄瑞林希望，朝 

野议员在州议会参与辩 

论演词时，能以州议题为 

前提，才到本身的选区课 

题。 

他今日为提升雪州议员 

助理与幕僚研究水平的工作 

坊主持开幕后，在新闻发布 

会上受询朝野新议员在州议 

会的表现时指出，比起反对 

党议员，希盟议员更主动和 

积极参与州议会环节，唯议 

员演词的内容尚有待加强。 

“我对本届议员的辩论 

表现尚为满意，但还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所以议长办公 

室联合达鲁益山机构，为议 

员助理和幕僚办了这场工作 

坊，盼能加强助理在法案和 

选区民生课题方面等的资料 

收集与研究，提升各自议员 

的辩论素质。” 

他表示，议长办公室虽 

有4名研究员，但要应付全部 

56名州议员是远远不足的， 

所以其办公室为所有议员的 

助理办了这项工作坊，获得 

逾40人，包括5名反对党议员 

派助理出席 

培训议员助理幕僚 

里祖安（前左四起）和黄瑞林，与-

书嘉雅蒂。 

-众州议员助理在工作坊前合照。左一为雪州议会秘 

读及委员会法案，这些都需 

花时间去适应及了解。 

他表示，议员助理工 

作坊是他上任议长后首次 

举办，此前办过了以议员 

为对象，传授议会规则与 

程序（tatacara)及州法规 

(enakmen )等细则的工作 

坊。 

他形容，基于州议员忙 

于选区的大小民生事务，有 

赖于助理和幕僚准备完善的 

议会辩论及提问资料，而州 

议员有建设性的辩论，能帮 

助政府规划出更有益于人民 

的政策，可见幕僚的角色非 

常重要： 

在原有的公账会、特权委 

员会(Jawatankuasa Hak dan 

Kebebasan )和议会常规委员 

会，新增7项特别遴选委员 

会，即负责雪州能力、公信 

力及透明度（SELCAT )� 
县署及土地局（PADAT )� 
地方政府（PBT )�州政府 

机构、法定机构及子公司 

(ABAS)�除贫、议会管理 

和水源管理。 

他说，随着雪州与联邦 

政府在水供重组协议方面达 

致共识，因此取消了水源管 

理特别遴选委员会，目前… 

共有9个委员会。 

黄瑞林认为，新科议员 

要熟悉州议会操作，少需3 

年、多则_ •届5年，毕竟议会 

取消雪水源管理特委会 
雪智库受邀赴霹森甲培训 

黄瑞林指出，雪州在 

2008年执政后，修改《I965 

年雪州议会常规法令》， 

他矢H，会继续履行雪 

州议会自200 8年以来的革新 

脚步，让雪州议会迈向稳固 

与坚定不移，关注滥权和施 

議員辯論先州後選匾 

政错误等问题，加强议会规 

格，确保人民利益受维护。 

雪州政府智库达鲁益 

山机构副主席兼首席执行员 

拿督莫哈末里祖安透露，这 

是该机构继为吉打州议员助 

理，举办了丁作坊后的第二 

场活动，接下来将受邀到霹 

雳、森美兰和马六甲的州议 

会。 

他说，机构去年12月也 

为国会议员办过2场国会改革 

的研讨会，期许国会和州议 

会都能成为我国立法精神下 

的典范:e_ 

他形容，幕僚对议员很 

重要，从而确保资讯准确， 

帮助提升研究成果，幕僚需 

备妥各项研究报告给议员， 

以便议员能在议会厅提呈有 

素质和具成效的辩论演词。 

Page 1 of 2

19 Apr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15
Printed Size: 373.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8,307.73 • Item ID: MY0035763640

Provided for client's internal research purposes only. May not be further copied, distributed, sold or publish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copyright owner.



諾萊妮：佔梳邦再也市會30%預算 

年耗7500萬 
處理固體廢料 

诺莱妮：市议 

梳邦再也市议会已经为升格为市政厅做好万全准备。 

会每年花费约7500 

万令吉处理固体废 

料管理及清洁服 

务。（档案照） 

(首邦市18日讯）梳邦再 

也市议会主席诺莱妮说，市议 

会每年花费约7500万令吉处理 

固体废料管理及清洁服务，有 

关数额占了市议会整体预算的 

30%! 

诺莱妮日前出席由市议会举办 

的活动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如是指 

出。 

她表示，同体废料管理及清洁 

服务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并且经常 

得到首邦市市民的关注。 

“市议会在去年接获的2万9346 

宗投诉中，有8227宗或28.03%与卫 

生问题、废料处理、环境污染和公 
共卫生有关。” 

盼省下开销用之社区 

诺莱妮说，若可以节省固体废 

料管理的开销，市议会可将该笔开 

销用于其他有益于社区的事项。 

她认为，若市民对环保意识能 

多加提升，并改变性格和心态，上 

述开销可以从中省却下来。 

“此外，人们应该在孩子自小 

时，培养他们注重环保和卫生，以 

确保他们日后能贯彻这项美德。“ 

为升格为做好万全准备 

另-方面，诺莱妮指出，梳邦 

再也市议会已为升格为市政厅做好 

万全准备。 

她说，根据城市和谐、房屋及 

地方政府部门（KPKT)的标准，市 

议会已符合升格为市政厅的条件， 

目前市议会只待州政府的批准。 

"-旦获得批准，市议会将会 

升格为市政厅。无论如何，我相信 

州政府还有多方面的考量。” 

她表示，尽管市议会现在的基 

础设施处于最佳状态，但仍在努力 

改进，而准备工作还包括改善市议 

会的服务，以提高质量，以及建设 

体育设施。 

“封闭式的体育场馆也在进 

行中，当中包括女性专用体育场 

馆。另外，市议会也落力扩大丁商 

业的空间，以符合成为市政厅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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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板大都會社區報 

無拉港2花園居民投訴 

(加影18日讯）无拉港布特拉 

布迪曼花园及无拉港再也花园的居 

民，投诉道路损坏及街灯失灵等问 

题超过半年，迄今未维修而感到不 

满，要求加影市议会尽速处理。 

根据居民反映，布特拉布迪曼花园 

及无拉港再也花园的主要大路，约有13 

个住宅区居民在使用，街灯长期失灵， 

路洞又多，对驾驶者安全造成威胁。 

居民：僅20%街燈操作 阿里用尺测量路洞深度，盼市议会正视。 

街
灯
已
失
灵
，
导
致
该
区
在
晚
上
就
陷
入
一
片
黑
暗
。 

从
布
特
拉
布
迪
曼
花
园
及
无
拉
港
再
也
花
园
主
要
大
路
的
大
部
分 

中一名居民旲哈末 

阿里指出，他在去 

年10月已向无拉港州议员王 

诗棋反映上述问题，期间多 

次询问对方何时维修，却没 

有给予回应，令，地居民非 

常失望。 

阿里f是加影前市议 

员，他表示，在2013年不再 

出任市议员一职后，这几年 

里依然有很多居民向他投诉 

民生课题，其中路烂和街灯 

失灵的问题是居民最常投诉 

的课题。 

他说，从布特拉布迪 

曼路至无拉港再也花园的路 

段，只有20%的街灯偶有操 

作，每到晚上，该路范围都 

是~•片黑暗，对出人的居民 

构成不便及危险。 

他透露，市议员确有査 

看路洞及街灯问题，可是维 

修拖了很久，让居民感到被 

忽略。 

住区垃圾未依时清理 

“此外，达鲁依山公司 

集团（KDEB )委任的承包 

商，也没有依时清理垃圾， 

工作不专业，要投诉了才会 
处理。” 

他透露.承包商每天只 

会依时出现在商业区清理垃 

圾，相反住宅区没有得到相 

同对待。 

盼增捷运站接驳巴士 

另-名居民甘斯也说， 

居民只要人民代议士做好服 

务.而不是_丑回避居民的 

投诉。 

他表示，他要求市议会 

让捷运站的接驳巴士来到无 

拉港再也，因当地居民多， 

单靠RAPID KL巴士每小时一 

趟服务并不足够。 

神建華：已委承包商處理街燈 

对居民的投诉， 

T丨加影市议员神建 

华说，当地街灯问题是电缆 

遭窃所致，去年通知市议 

会后，当局已委任承包商处 

理，并不是不闻不问。 

他解释，居民作出投 

诉时，因没有给予详细资 

料，以致需要时间处理。 

拨款到手就修路 

“布特拉布迪曼路面 

受损_ •事，6前正等待万宜 

国会议员王建民的拨款，只 
要拨款到手就会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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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證人 
包括给檳柔巫統等數單位 

声頭M银票 
(吉隆坡18日讯）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被控 

涉及SRC国际公司洗钱案进入第五天的审讯，本 

案第五名证人答鲁希山上庭供证时，核实纳吉的 

两个个人银行账户，曾在2015年开出支票给予多 

个单位，包括了槟州巫统与柔州巫统，以及沙民 

统（UPKO)，涉及数额为1077万6514令吉。 

纳吉的这两个个人银行账户皆是大马伊斯兰银行账 

户。 

除了纳吉的两个银行账户，证人也核实了另外两家 

公司，分别是SRC国际公司以及某不知名公司在大马伊 

斯兰银行的账户。 

4账户17支票逾3千万 

其中SRC国际公司以及某不知名公司，分别在2014 

年12月12日发出2000万令吉令吉以及在2015年3月9日开 

出10万3361令吉17仙的支票，给予Ihsan Perdana私人有 

限公司。 

这也意味着，这4个账户从2014年至2015年期间， 

透过大马伊斯兰银行账户开出17张支票予多个单位的数 

额超过3000万令吉,： 

、-纳吉丢丨马伊斯兰 

夂六头2022011906发出的支票 

收款者/单位 款项 支票发出曰 

Spire Vital有限公司 24万令吉 2015年1月30日 

Zulkarnain& Co. 250万令吉 2015年2月2日 

Centre For Strategic 30万 

Engagement 

2015年2月8日 

Lim Soon Peng 23万8914令吉 2015年2月12日 

ABS Trend Master 

有限公司 

10万令吉 2015年2月12曰 

沙民统（UPKO) 100万 2015年2月13日 

R u m a h  P e n y a y a n g 4 0万 

Tun Abdul Razak董事 

2015年2月12曰 

阳光有限公司 100万令吉 2015年2月17日 

Asmadi Abu Talip 5万令吉 2015年2月12日 

Manisah Othman 1万3800令吉 2015年2月12日 

Moz ( M ) Sdn Bhd 5万6500令吉 2015年2月24日 

槟州巫统通讯局 100万令吉 2015年2月26日 

Syadilah Enterprise 7万7300令吉 2015年2月24日 

巫统新山区部 30万令吉 2015年2月26日 

从纳吉大马银行 

户头2022011898发出的支票 

哈法里占旺及艾莎穆 

巴拉克律师楼 
350万令吉 2015年1月31日 

从SRC国际有限公司 

户头2112022009736666开出的支票 

Ihsan Perdana 

私人有限公司 
2000万令吉 2014年12月12日 

从某公司户头20211600100发出的支票 

Ihsan Perdana 10万3361 令吉 

有限公司 17仙 
2015年3月9日 

法官指示證人帶文件上庭 
丄、丄 

辩 
)立方律师哈威德吉 

‘星在进行交叉 

盘问时，询问崙鲁希山是 

否可向法庭呈上文件，以 

确认纳吉上述两个银行账 

户，证人可选择展示支票 

的图像档或报告，以确定 

这些交易已过账。 

哈威德吉星表示， 

辩方要求证人提供相关文 

件，是因为这些银行账户 

是纳吉被控的事情，也将 

显示这些支票是否兑现。 

针对辩方的要求， 

法官指示证人在下一次的 

审讯时把相关的文件带上 

庭。 

另外，哈文德吉星在 

盘问证人时指出，除非有 

委任客户经理，那么当支 

票被拒受理时，就会通知 

有关的客户经理，否则一 

般上，发行支票的银行会 

发出一份通知信给予开出 

支票的银行账户持有者。 

他说，支票处理中 

心与客户经理之间会有联 

系，如果客户经理有履行 

职责，那么就会与银行账 

户持有者沟通。 

他也说，客户经理只 

会和银行账户持有者或相 

关的代理人联系，否则就 

会违反银行法令。 

针对哈，德吉星的说 

法，证人表同意。 

證人核封證實17張支票 

本 
案于今早卯竹0分开庭，率先传召第 

h五名证人大马银行高级经理(国家支 

票图像清算系统中心，SPICK)荅鲁希山。 

检控团队主控官莫哈末塞夫丁哈欣慕 

赛米副检察司让证人核对17张涉及4个大马 

伊斯兰银行账户的支票，其中包括账户号 

2022011906以及2022011898发出的支票， 

这两个都是纳吉在大马伊斯兰银行的账 

户；另两家公司分别是SRC国际公司的账 

户，账户号为2112022009736以及账户号 

为20211600100的某不知名公司账户。 

崙鲁希山在供证时，证实纳吉曾 

在2015年通过大马银行账户发出支票 

予槟州巫统与柔州巫统等多个单位。 

从证人所核实的支票显示，纳 

吉在大马伊斯兰银行账户（账户号 

为2022011906)从2015年1月30日至 

2015年2月26日期间，共开发出14 

张总额达到727万6514令吉的支票； 

至于账户号为2022011898的账户，则在 

2015年1月21日开出了350万令吉的支票给哈 

法里占旺及艾莎穆巴拉克律师楼。 

纳吉（右）抵达法庭时一度向支持者表示， 

由于昨日运动关系，以致今日脚痛。 

弟 
五 

人 

董 
事 
或 

较 
早时，崙鲁希山接受莫哈 

末塞夫丁哈欣慕赛米副检 

第五证人各鲁希山供证时核 

实，纳吉的两个个人银行户头开出 

15张支票予多个单位。 

通過管家接獲工作機會 

2裝修公司獲逾15萬 

耳ft 

處 
理 
銀 
行 
| J!_i 

芦 
支 

授 
權 
人 

察司的盘问时，讲解银行支票处理过程。 

证人在供证时指出，本身的职责是处理大 

马银行和大马伊斯兰银行客户所签发的支票， 

也管理有关支票的相关投诉。 

莫哈末塞夫丁哈欣慕赛米询问证人关于支 

票的发行信息以及谁可以签发支票。 

冋 

支票拥独特代码 

簽 
支 
票 

证人说，大马银行处理传统和伊斯兰银行 

业务。两者都有独特的代码，这些代码被提供 

给国家银行以识别银行。 

证人表示，公司签发的支票可由董事或其 

他授权签字人签字。 

“至于那些已经过账的支票，我们会将支 

票转换成图像后，再存放至电脑系统，有关的 

图像会被存放7年。” 

另一方面，控方于今早开庭时，向法庭要 

求，以展延盘问本案第四名控方证人国家银行 

经理阿末法汉，以让阿末法汉准备国家银行在 

大马银行搜査行动中所充公的银行账户文件， 

即该银行客户经理与涉及此本案人物的通讯纪录。 

针对此事，辩方表示无异议，获法庭批准。 

另外，在今日午休后，控方和辩方皆向法官申请展延 

明日（周五）的审讯，基于控辩双方同时提出申请，法官莫 

哈末纳兹兰宣布，原订于周五进行的审讯展延至下周_ - (22 

R )进行。 

‘庭在午休后传召SRC国际公 

’司洗钱案第六及第七证人， 

他们是从纳吉户头分别接获10万令吉及 

5万6500令吉的两家公司员工，分别是 

ABS Trend Master有限公司及Moz ( M ) 

私人有限公司。 

这两家公司是在时任首相拿督斯里 

纳吉位于大使花园的私邸分别负责装修 

及维修T.程。 

两名证人供证时，皆提及通过纳吉 

私邸管家阿米鲁接获工作机会9 

第六证人： 

为纳吉私邸建储藏室橱柜 
第六名证人祖凯纳（45岁）在供证 

时指出，ABS Trend Master有限公司成 

立于2006年，主要负责室内设计和建筑 

施工等，而他是该公司的室内设计师。 

他表示，自己是在2014年接获纳吉 

位于大使路私邸管家阿米鲁的电话，指 

要在纳吉私邸建储藏室及橱柜，然后把 

他带到大使路的_ •间豪宅。 

祖凯纳坦言，当他得知该豪宅是时 

任首相纳吉的私邸时，曾一度拒绝，因 

为觉得n己不具资格。 

他说，但阿米鲁表示相信他的工作 

能力 

他坦言，本身收到订金后，开始纳 

吉私邸储藏室和厨房的建造工作，并承 

诺会在3至4个月内完成这项工作，但最 

终只花了 2至3个月就完成了。 

他说，在完成工作后，于2015年2 

月份收到一张10万令吉的支票，作为薪 

金0 

P——, 

第七證人：安裝水槽非奢侈品 

第 
七证人莫哈末扎卡利亚在辩方律师丹斯 

里沙菲宜的交叉盘问时认同， 

主控官拿督希旦各兰副检察司（左）及辩方律师哈威德 

吉星（右）前往第三高庭准备SRC国际公司洗钱案准备第五 

天的审讯。 

安装在纳 

吉私邸的水槽并不是奢侈品。 

他回答沙菲宜提问时说，他不了解居住在纳 

吉私邸里的人士，但他预测纳吉私邸内有10至20 

名住户，包括护卫、警员及佣人等。 

他也说，他曾看见不少宗教人士到纳吉私邸 

祈祷。 

他说，水源对上述人士而言十分重要.因此 

认同安装水槽并不是奢侈品， 

扎卡利亚较早前接受主控官莫哈末赛夫丁哈 

欣慕赛米副检察司盘问时说，他来自Moz (马）私 

人有限公司，他是于2018年成立该公司。 

他说，该公司专注于水管工作，自2018年起 

是雪州水供公司（Syabas)的顾问，负责维修吉隆 

坡及鹅唛地区的水管。 

他说，他于2015年接获来Syabas来电，后者指 

时任首相拿督斯里纳吉的私邸经常制水，为解决 

该问题，他便建议在屋外的地下安装水槽，水槽 

容量为6000公升。 

他指出，志期2015年2月24日的5万6500令吉 

支票是为支付安装水槽的工程，该支票已在安邦 

新镇的兴业银行（RHB )兑现存人户头。 

他说，他并没有在工程进行期间遇见纳吉； 

莫哈末赛夫丁哈欣慕赛米副检察司随后也要求证 

人认出坐在犯人栏内的纳吉。 

1 ^ T 

来自Moz (马）私 

人有限公司的第七证人 

莫哈末扎卡利亚出庭供 

证。 

總檢察長：證人供證可證明洗錢過程 

较 
早前，辩方在法庭 

•传召第六名证人时 

质疑控方传召该名证人上庭 

供证的用意何在= 

ABS Trend Master有限公 

司曾于2015年2月12日从纳吉 

其中一个银行户头接收10万 

令吉款项的支票。 

对于控方传召祖凯纳上 

庭供证，辩护律师法汉为此 

向承审此案的法官莫哈末纳 

兹兰提出反对。 

法汉说，其当事人面对 

的指控只涉及拿钱，而不是 

给钱，因此，这名证人在法 

律上是毫无关联的。 

主控官莫哈末塞夫丁 

哈欣慕赛米副检察司随后指 

出，纳吉在2001年反洗黑钱 

及反恐融资法令第4丨l)(b)条文 

下，面对3项指控。 

他指出，支票的收据证 

明必须作为呈堂证物。 

主控官拿督希旦峑兰副 

检察司接着表示，这是为了 

显示有关的交易，证明金钱 

的流动及其使用。 

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指 

出，祖凯纳的供证是可接受 

的，因为可以证明洗钱的过 

程。 

莫哈末纳兹兰最终驳回 

辩方的要求，允许控方盘问 

第六证人，因为有关款项的 

使用和纳吉所面对的7项指控 

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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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投资有限公司的官网显示，沙白亚逸 

马尼斯综合产业发展的内容已遭移除。 

—•时任雪州大臣卡立于2013年3月26日 
主持动土礼后，该项目用掉大约3000万令：一 

吉，却只建好区区2间示范屋（档案照）。 

3年動:tni2隶範屋 
S E L C A T査雪官聯公司 

(沙亚南18日讯）雪 

州政府官联公司负责的房 

地产发展项目，从2013年 

动土后迄今只建好区区2 

间示范屋，雪州能力、公 

信力及透明度特别遴选委 

员会（SELCAT )要查明 

原因！ 

5月7开听证会 
黄瑞林：上 

任雪州议长后的 

首场Selcat听证 

会，将调查州政 

府官联公司负责 

的房地产项目延 
误多年的缘由。 

雪州议长兼雪州能力、 

公信力及透明度特别遴选委 

员会主席黄瑞林今日揭露， 

雪州大臣机构（MBI )旗下 

官联公司雪州投资有限公司 

(Permodalan Negeri Selangor 

Berhad, PNSB )，在雪州 

沙白安南亚逸马尼斯班章本德那园丘（Ayer Manis 
Panchang Beclena )的一项综合发展项目延误至今， 

该委员会将于5月7日（星期二）在雪州议会办公 

室，召开一项公共听证会，传召涉及单位的人士出 

席供证和解释，以査明缘由。 

他表示，这是他自去年509大选后，担任本届 

议长和兼任的SELCAT主席以来首次召开听证会， 

届时将开放让媒体采访和州政府喉舌雪兰莪电视 

(Selangor TV )进行现场网络直播，以示透明度。 

雪州能力、公信力及透明度特别遴选委员会上 

-次召开听证会是在2016年2月23日，由时任雪州议 

长杨巧双主持，探讨雪州严重的骨痛热症问题。 

•綜合發展已耗費3干萬 

黄 
瑞林18日主持雪州议长办公室与 

州政府智库达鲁益山机构（IDE ) 
联办，提升雪州议员助理与幕僚研究水平的 

T_作坊开幕后，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根据 

报告，有关占地25英亩的综合发展项目已用 

掉3000万令吉，包括1600万令吉的填土和土 

壤检测（soiltest)费用等。 

他说，除了在“我的雪兰莪房屋计划” 

下兴建的可负担屋，该发展项目尚包括公寓 

和以市价发售的房屋及商店，以及建在联邦 

5号公路旁的一座休息站（R&R)和油站， 

好让开长途车的公路使用者能停车用餐a 

他透露，发展项目从2011年起规划，由 

时任雪州大臣丹斯里卡立于2013年主持动土 

礼后，至今只建好2间示范屋，其他建设都 

无实际进展，雪州反对党领袖礼占和诚信党 

沙白州议员阿末慕斯达因曾多次在州议会上 

追问此事，后者也向州议会呈上投诉信a 

聽 询 
pS 

及截至目前是否有人向反贪 

会和警方等执法机构作出投 

报，黄瑞林指出，由SELCAT召开的 

听证会功能，在于传召涉及单位人士 

_供证后，对有关事件作出结论，把报 

告提呈州议会进行辩论，作为对州政 

府往后施政和采取补救措施的依据。 

他也证实，听证会不会传召卡 

立。 
“我们要从屮找出_ •些有待修 

正的弱点，也会质询是否存在滥权嫌 

^疑，但不会主动向执法机构投报，毕 

^竟SELCAT的职责是向州议会报告和 
E交代。” 

但他不排除，执法机构若觉得有 

_L必要可介人调査，并希望针对该发展 

1L项目的听证会报告，能赶得及在下一 

次，即今年7月的州议会提呈，否则 

需等到11月的州议会。 

傳 

召 
前 

记 
者谷歌搜寻有关发展 

项目时，弹出“沙白 

亚逸马尼斯综合屋业与大道休 

息站”内容的雪州投资公司官网 

链接，惟在点击连接后，却出现 

目 “404找不到”显示，意味内容 

巳被移除。 

根据州政府官网的新闻，时 

任大臣卡立于2013年3月26日主 

持总耗资约8500万令吉的发展项 

1=1动土礼，将兴建每间售价为10 

万令吉的480间可负担屋，由州 

-L-政府子公司雪州投资公司全权发 

\ AJ展，预计可在2年完成。 

雪州投资公司首席执行员 

拿督阿末奥玛当时披露，可负担 

型中价屋为2层楼规格，至于中低和廉 

价屋则是“城市屋”（townhouse)形 

式，同时建有3层楼店屋和商业中心。 

網 
百 

ll 

除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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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多 
需24到86小時恢復水供 

(八打灵再也18日讯）配合雪 

兰義水务管理公司（Air Selangor ) 

于本月24日（星期三）提升雪兰 

莪河第二期滤水站的供电系统， 

巴生/沙亚南、八打灵、鹅唛、吉 

隆坡、瓜冷和瓜雪县577个地区， 

共414万3465名水供用户将面临至 

少24到86小时的制水！ 

提升滤水站供电系统 

国家水务服务委员会（SPAN )主 

席查尔斯圣地亚哥今日发表文告指出， 

有关提升工程将于当天早上卯寸进行， 

预计耗时14小时，并于晚上11时竣工； 

雪兰莪河第二期滤水站会在工程期间暂 

停操作。 

他说，上述提升工程旨在避免供 

电系统损坏，造成无预警制水的问题， 

预计当天共有62万零835个水供户头受 

影响；水供会在工程后的86小时内分阶 

段恢复正常。 

“水供恢复时间将视地区而有所 

不同，预计有50%的水供用户可在24小 

时内恢复水供。” 

将派水设蓄水站 

他说，雪水务管理公司将尽可能 

缩短制水时间及减低影响，同时派出水 

槽车、置放临时水槽和公共水喉、设立 

蓄水站及派发瓶装饮用水，方便民众应 

付日常生活。 

“当局也会到特定场所派水，特 

别是洗肾中心和医院等，并于近日发 

布详细的受影响地点和求助联系方式 
等。” 

他呼吁受影响地区的水供用户在 

制水前，储备足够净水备用，并节约用 

水，避免浪费。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水务服务委 

员会将在明早召开新闻发布会，进•步 

交代提升工程和制水详情。 

欲知更多有关制水的详情和 

进展，可浏览雪州水供公司网页 

(www.syabas.com.my )、月佥书"Air 

Selangor'、推特(@air_selangor )，或 

透过Air Selangor手机应用程式査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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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IA«igsihî  
目前依然保留原来的名字。 

吉隆坡国际机场易名课题最近 

再被提起。 

根据社交媒体流传一张志期去 

年10月3日的雪州行政议会会议记 

录，掌管T.商、贸易及中小企业事 

务的雪州行政议员邓章钦，建议将 

吉隆坡国际机场改名为雪邦国际机 

场。 

根据会议记录，邓章钦表示， 

将机场重新命名，主要是为了凸显 

机场的所在地，也就是雪兰莪的雪 

邦县。 

他认为，国外的机场都是这么 

做，那些国家的国际机场都以地方 

名字来命名。行政议会同意所建议 

的名称，也就是雪邦国际机场。 

这份会议记录也获得雪州议会 

秘书的签名核准。会议也议决由掌 

管地方政府、公共交通与新村发展 

事务的黄思汉在国家交通理事会会 

议上，提出有关建议。 

(八打灵再也、士乃18日 

讯）吉隆坡国际机场（KLIA ) 
将易名为雪邦国际机场 

(Sepa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SIA) ？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今日受询 

时对星洲日报表示，雪州行政议会 

确实曾讨论此建议，但至今仍未作 

出任何决定。 

陆兆福：没接易名要求 

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他没 

有接获任何来自雪州政府的易名要 

求。 

他今日在士乃I-Park工业园 

为联邦快递（FedEx )柔佛服务站 

主持开幕仪式后，在新闻发布会上 

受询时说，由于尚未接到任何来自 

雪州政府的申请，吉隆坡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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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共思社及自然教室 

22日月 
(槟城1 

社(Ruang K 

(Nature Clas 

曰聯辦雨林分享會 
8日讯）槟城共思 

Kongsi )和自然教室 

asroom )将于4月22日 

联办“槟雪奇缘：雨林自然分享 

会”，时间为晚上8至10时，地点在 

槟城双溪赖理科大学对面的“共思 

社”活动空间，欢迎所有关心自然 

生态及土地议题的公众踊跃报名出 

席。 
°当天将有来自槟城和雪州的自 

然教育工作者，通过影像记录呈现 

自然雨林生态风貌，也探讨城市绿 

肺兼森林保留地面临的被开发砍伐 

的危机。 

此分享会开放給公众报名参 

加，有意者可预先联络017-862 

1988报名留位，名额有限先报先 

得，报名费用为5令吉。欲知更多 

详情可浏览：www.facebook.com/ 

events/2641729152510884� 
分享者是周刊专栏作者曾庆 

芬，她将为大家讲述社区绿色教育 

工作、雪州拉贡山原住民的故事， 

以及拉贡山森林保护区如今正面对 

的，即将被雪州政府交给地产业者 

进行砍伐开发的危机。杜志轩将介 

绍马来西亚荒野协会，并以自然观 

察角度呈现雪兰莪雨林动、植物的 

美丽，从而让大家看到生命的奇妙 

与多元性。 

在槟城深耕红树林教育及推广 

湿地保育多年的“自然教室” Nature 

Classroom,也将为大家介绍模城的 

雨林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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